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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县坚持以党建为统
领，不断丰富党建工作内涵，
树立“党建+”理念，把党建融
入中心工作的各方面、全过
程，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健
康发展。

“党建+教育教学” 坚持
党建与教育教学工作两手抓、
两手硬，把“立德树人”教育理
念与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的优良

传统相融合，积极探索党建与
教育教学工作的结合点，将党
建工作渗透到校园安全、校园
文化、校本研修、教育教学等
全过程，实现党建工作与教学
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共同发
展，着力破解党建与教育“两
张皮”的现象。

“党建+师德师风” 通过
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廉洁从
教承诺书等，建机制、实考核，
教育引导党员教师讲党性、重
品行，带动广大教师淡泊名

利、甘于奉献，以实际行动推
动学校发展。同时，还充分尊
重党员教师的主体地位，引导
党员教师树立党员意识，增强
广大教师的主人翁责任意识，
充分发挥学校党支部凝心聚
力的作用，激励广大教师发扬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良好风
尚和内在动力。

“党建+人文关怀” 学校
以党支部为龙头，校工会、少先
队大队部紧密配合，全面了解
师生学习生活状况，一旦发现

问题，通过思想引导、心理疏
导、生活帮助及时化解。通过开
展培训、慰问、各种文体活动，
在丰富师生文化生活的同时提
升教师的职业尊严和幸福感。

“党建+责任落实” 学校
校长、支部书记切实履行党建
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支委
成员按照工作分工,明确任务、
落实责任，努力形成“书记抓、
人人抓”齐抓共管的党建工作
格局，以党建促校建，从源头上
防止学校发展跑偏脱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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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职组)网络空间安全
赛项说明会暨模拟训练赛在淄
博市工业学校隆重举行。“网络
空间安全”赛项国赛执委会、专
家组代表，来自全国31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的91支代表队以及
赛项合作企业代表300余人参
加。

说明会上，对竞赛规程进行
了解读，并就技术标准进行答
疑，企业方介绍了竞赛设备功
能、操作使用等。随后，代表们就
专业建设、校企合作、资源转化
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

据相关人士介绍，教育部
设置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网络空间安全赛项，就是积极
响应和落实习主席“要从国际
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
筹各方，创新发展”的号召，培
养高素质的网络空间安全专
业人才，使我国网络信息安全
人才成体系化、规模化、系统
化培养。

近年来，淄博市工业学校注
重专业建设，成立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参
与到专业建设中来，建立专业标
准、课程标准，以专业建设带动
技能教学，夯实了技能教学基
础。同时，该校改革技能大赛训
练管理模式，探索班级管理、分

组训练的方式，并将课程建设与
技能大赛相结合，把大赛内容融
入到日常教学，加强对重点赛项
的管理，实行总教练负责制，优
化辅导教师队伍，注重启用青年
教师，加强梯队建设，增加公共
基础课，开阔学生视野，启迪学
生思维，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全面
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

2017年，该校8个项目代表
山东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全部获奖，共获得4个一等
奖、2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金牌
数量、奖牌数量实现新突破，金
牌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奖牌数量
位列全省第一、全国第六。

2018年，在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项目整体减少的情况下，

该校13个项目参与选拔，工业产
品设计与创客实践、机器人、农
机维修、网络搭建与应用、物联
网技术应用与维护、网络空间安
全、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7个项目顺利出线，将代表山东
省参加5月份开始的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据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
对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
考核和检验，有“普通教育有
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的说
法。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目的为
参赛学生搭建了相互切磋、比
拼技艺的舞台，为指导教师搭
建了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平
台，实现技能大赛促学、促教、促
改的最终目的。

全全国国职职业业院院校校技技能能大大赛赛网网络络空空间间安安全全赛赛项项说说明明会会
在在淄淄博博市市工工业业学学校校举举行行

举行中考冲刺誓师会 近
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校举行
中考冲刺誓师签名大会。提高了
初四毕业年级学生的学习动力，
鼓舞学生学习的气势。(任晓寒)

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

建立镇际教研“联盟”

日前，历山街道教体办建立
教研“联盟”开展镇际联片教研。
教体办与周边乡镇组成教学研
究共同体，商讨制定联片教研活
动主题，有计划地组织镇际会
课、专题合作、教学互访、城镇互
教、开放共享等研讨活动，以达
到携手共进的目的。（崔国利）

县英语中考备考教研会：

在桓台县实验中学举行

近日，桓台县英语中考备考
课堂教学研讨会在桓台县实验
中学举行。研讨会分为两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由四位优秀的毕
业班教师展示示范课，第二阶段
由县英语教研员周飞宇老师点
评四节课并对下一阶段的毕业
班教学工作作出重点指导。教研
会为初四毕业班今后的复习指
引了方向。 (卢静 宗可娜)

日前，黑旺中心校召开安全
工作专题会议，各中小学校长、
分管安全工作领导、幼儿园园长
及中心校科室人员参会。中心校
主要负责同志会上传达了区教
体局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并
就切实做好安全工作提出要求。
完善保障机制，加强领导；突出
工作重点，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实行问责机制，采取谁主抓
谁负责，层层追究原则。（李灵军）

淄川区黑旺中心校：

召开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提升信息化技能 为提升
教师应用一对一教学设备的能
力，近日，沂源县南麻教体办邀
请专家对各小学骨干教师30余
人进行了技能培训。 (王学标)

为进一步普及防震安全知
识，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掌握
在灾害中能够迅速逃生、自救、
互救的基本方法，近日，朱台镇
中心小学举行了地震逃生疏散
演练。活动提高了师生应急防护
能力，强化了安全意识。(郭庆)

临淄区朱台中心小学：

举行逃生疏散演练活动

临淄区西单小学：

举行齐国成语大赛

日前，西单小学开展了齐
国成语大赛活动。旨在培养学
生热爱齐鲁大地的热情，为学
生造就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积累，为学
生今后的成长及终身学习提供
文化底蕴和发展后劲。（许艳玲）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疏散演练活动

为让师生进一步熟悉学校
紧急疏散路线与相关要求，预
防踩踏事故发生，做好安全防
范，近日，敬仲中学开展了疏
散演练暨防踩踏安全教育活
动。该校1200余名师生用时1分
50秒就完成了疏散演练，整个
活动过程紧张有序。 (李娟)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承办第四片区研修活动

近日，张店区小学语文第四
片区研修活动在傅家镇中心小
学举行，全区二年级语文教师参
加，共促学科发展。研修活动充
分检验了执教老师的教学能力
以及对于课堂教学的把握。评
课，议课阶段语文教师分别针对
这两节课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
见并提出了合理地指导建议，让
本课更加的完善。（徐家鹏）

临淄区皇城一中：

区教研员助力课堂建设

为打造新基础教育理念下
的“和悦”课堂，近日，皇城一中
邀请区教研室语、数、外三科教
研员到校，把脉课堂，寻找新的
突破点。活动的举行，为该校推
进“和悦”课堂建设提供了良好
的方向与正确的思路，将进一步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李波)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 近
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组织了
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主题班会。(王晗 高红)

共话平安校园 近日，沂源
县消防大队、悦庄镇派出所等公
安部门领导走进悦庄中心小学，
就做好平安校园建设进行了探
讨交流。 (万秀明 武传学)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的部暑和区委有
关文件精神，按照区局党委的
要求，近日，皇城二中党支部召
开忠诚干净担当自律“三个公
开承诺”活动，全体党员和中层
以上干部参加会议。(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党支部：

落实“三个公开承诺”

张店区马尚一中：

开展“大学习”活动

新学期，马尚一中围绕教育
教学工作，认真开展“大学习、大
调研、大改进”活动。认真组织

“大学习”，转变观念，立标定位；
认真开展“大调研”，查找问题，
理清思路；认真进行“大改进”，
精准发力，努力赶超。（王文涛）

日前，木李学区教育办公
室研究出台安全工作“五化”，
筑牢了学校安全防火墙。一是
安全职责明确化；二是安全教
育系列化；三是安全防控技术
化；四是安全排查经常化；五
是安全监督网络化。(孙军)

高青县木李镇学区：

“五化”筑牢安全防火墙

近日，张店六中启动“第十
一届校园读书节”。其间，将开展
系列读书活动。这也是该校大力
推进书香班级、书香校园建设，
彰显办学特色的一项重要举措，
将有助于深化文明校园创建，提
升校园文化水平。 (黄友珍)

张店六中：

举行第十一届校园读书节

举行读书节 为促进读书
活动与学校教育工作有机融合，
桓台县鱼龙中学日前举办了以

“推进全科阅读，培育时代新人”
为主题的读书节。 (李明书)

亲子阅读活动 为激发
阅读的兴趣，世界读书日之
际，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
了“亲子绘本阅读 书香伴随
成长”主题活动。 (夏巧凤)

学习艰苦创业精神 近
日，沂源二中第一党支部19名党
员走进淄博原山艰苦创业教育
基地，开展党性健康体检活动。
做“四有”合格党员。 (刘念华)

开展应急演练 为进一
步增强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
识，提高紧急逃生能力，近日，
沂源县鲁村中学开展了火灾应
急疏散演练活动。 (唐传成)

本学期，齐都镇中心学校通
过三项活动严促师德水平提高。
开展师德宣誓活动，增强教师职
业神圣感和使命感；开展“师德
反思”活动，让每位教师认真自
查；定期开展“怎样做师德高尚
的人民教师”大讨论。(刘明华)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学校：

“三项活动”抓师德

近日，张店区特教中心开
展了以“与书为友 爱上阅读”
的主题读书活动，倡导读书新
风，让书香陪伴孩子成长。每个
班级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开
展了适合班级、适合每个学生
的读书活动，低年级的同学，阅
读绘本、阅读有声读物，高年的
学生举行朗读古诗、看书讲故
事等让学生感受阅读的乐趣。

(于爱爱 孙明芳)

张店区特教中心：

举办“世界读书日”活动

张店二中：

举行科技改变生活征文赛

近日，张店二中举行了
“科技改变生活”征文比赛。目
的让全体师生认识到科技的
力量，重视科技发展，培养运
用科技的力量为国家和人民
服务的信心。增强“科技强国”
的意识。 (张继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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