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12部门联合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严查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行为

价价格格涨涨幅幅过过快快项项目目预预售售许许可可将将受受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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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李
超) 近日，淄博市房管局、市物
价局等12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将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严厉查
处、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
规行为。要求各区县住房城乡建
设、房管部门要切实承担好专项
整治的组织、协调等日常工作，
宣传、税务、公安、司法、物价、工
商、金融等部门应密切配合，确
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通知要求，各相关部门要积

极动员群众参与，通过开通热线
等方式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存
在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曝光一起，要把处理情况计入房
地产行业信用系统。积极推进房
地产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机制建设。

突出打击重点，要把侵害群
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投机
炒房行为、房地产“黑中介”、房
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损害群
众利益、虚假房地产广告作为整

治房地产市场乱象工作的重点。
通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

《淄博市房地产市场调控联席会
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淄博
新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
知》，严格执行限价、限转措施；
新建普通商品住宅项目应合理
定价，对价格涨幅过快或利润过
高的项目，严格限制预售许可；
项目分期开发销售的，年度涨幅
不得高于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增幅。

本报讯 农发行临淄区支
行多层面、多角度积极开展“普
及金融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主
题活动。印发2000余份宣传手
册，通过组织客户参观、宣讲等
方式，传播质量理念，宣传标准
文化，提高公众质量意识，广受
好评。 (马骏)

农发行临淄区支行：

普普及及金金融融标标准准，，提提升升服服务务质质量量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张艳

张店区人民医院作为淄博
中心城区的老牌公立医院，是张
店区最早开展产科接生医疗服
务的医院之一。医院产科成立六
十多年来以其整洁舒适的环境，
先进的医疗设备，专业规范的技
术、周到全面的服务，透明低廉
的费用，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
可，从姥姥到妈妈再到女儿，三
代人在区医院生宝宝的家庭比
比皆是，近年来开展的无痛导乐
分娩更是得到人们的好评。

一支卓越的产科团队

科室现有经验丰富的产科
专业技术人员35名。其中主任医
师1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医
师8名，主管护师10名，护师5名，
助产士8名。

学科带头人张世娥主任，从
事妇产科临床工作30余年。曾多
次获得“张店区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张店区名医”等荣
誉称号。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擅
长孕前咨询、优生优育、妊娠合
并症、并发症的诊治，成功主持
抢救妇产科危、急、重症病人若
干次，如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
胎盘早剥、子宫破裂、宫外孕失
血性休克等意外情况，挽救母婴
生命，尤其擅长产科急危重症的
抢救。

因为妇产科是一个专业性
很强的技术性科室，工作极富有
挑战性，她们面对的是即将成为
母亲的人，所以她们的每一位护
士都拥有最扎实的专业知识，掌
握了精湛的操作技能以及很强
的责任心，她们产科护理团队口
号：“微笑送给母婴、苦累放在心
底”。灯火阑珊处，夜深人静时，

她们的身影无处不在。请相信，
她们会为每一个“亲人”提供最
完美的服务。

多项过硬的技术

张店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工
作人员每天面对着很多的孕妇
和分娩人群，整天都在进行着产
前检查到分娩这一循环，所以技
术非常专业和熟练，对于异常并
发症能够早期识别、早期诊断、
早期处理；助产士更是定期培
训，学习各种前沿的接生技术，
吸取精华，很好的运用到实践中
去，产程中鼓励宝妈自由体位，
开展无保护接生技术，让分娩回
归自然；每天还有专业的新生儿
科医师仔细认真的查房呵护，确
保宝宝的安全。

开放家人陪产

和无痛导乐分娩

当你身边有个专业的人士
在旁鼓励你、并为你提供非
药物镇痛方法时，你会感觉
到你的生产没那么难，或者
当有特殊情况时，你还有与
家人商量的渠道。重要的是
让分娩不再痛苦，变成幸福
的体验！

选个好老公不容易，但是
选个支持自然分娩的医院相对
没那么难，只要你愿意走进张
店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孕妇课堂

让各种困惑一扫而光

每周定期授课，为准妈
妈提供一个学习、交流和互动
的平台。授课老师都是从事工
作多年的产科医师及护理专
家。为准妈妈贴心定制从怀孕、
生产、再到婴幼儿营养、母乳喂
养知识技能、护理保健和早教

等全方位的课程。同时，开设了
母乳喂养咨询电话：0 5 3 3 -
2126352。

最专业的

产后盆底康复技术

利用现代科技针对产后
身体主要器官变化，如：子宫、
阴道、乳房、体形等方面的恢复
治疗，纠正产后身体严重变形、
性生活不协调、盆腔脏器脱垂
等，临床上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
果，受到了广大孕产妇的好评。

生宝宝就到张店区人民
医院妇产科！在那里您会得到
最全方位的呵护。让每一位准
妈妈快乐分娩、享受分娩，提
高幸福美好生活质量，让爱情
实现升华，让一朝疼痛转化为
一生幸福！——— 这是张店区人
民医院妇产科大家庭最大的
心愿。

准准宝宝妈妈，，生生宝宝宝宝就就到到淄淄博博市市张张店店区区人人民民医医院院

走村访贫困 为确保精准
扶贫户等家庭困难幼儿享受到
资助政策。近日，沂源县悦庄中
心幼儿园开展做好家庭经济困
难幼儿的认定工作。(郑芬菊)

周查月结制度 沂源二
中教学管理上推行“周周清”

“月月结”制度。努力打造高
效、高质量的教学，创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 (刘念华)

文明监督岗 为创造优良
育人环境，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
能力。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
学校小学部德育处设立红领巾
文明监督岗。(张新余 王均升)

小课题研究 近日，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举行教育科学
规划小课题研究动员会.营造
更加浓郁的研究氛围，提升
了研究的动力。(王晗 高红)

走访贫困生家庭 近日，
沂源徐家庄中心学校组织教
师对本校区32个行政村的贫困
生家庭进行入户走访认证，落
实精准扶贫和资助政策。(孙晓)

为引导广大同学增强尊
师、爱师观念，激发老师的教
学热情，增强老师自身责任
感，近日，敬仲中学举办了“我
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进一
步提升了广大教师敬业爱生、教
书育人的责任意识。 (赵允学)

临淄区敬仲中学：

评选学生最喜爱的老师

近日，朱台镇中心小学开
展了教职工心理健康讲座，以

《生命与心理健康》为课题，从
教师目前的压力现状、情绪管
理、心态调节三个方面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讲解。凝聚力量，营造
人文关怀的良好氛围。 (郭庆)

在国庆节期间，田镇学区
各小学为引导师生弘扬伟大
的爱国主义精神，陆续开展了

“传承红色基因，十一向国旗
敬礼”的活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听党
话、跟党走的信念。(高玮)

高青县田镇学区各小学：

开展向国旗敬礼活动

近日，张店十一中全体教
师面向学生，举行了庄严的师
德宣誓活动。宣誓仪式上，魏俊
峰校长亲自带领全体教师进行
师德宣誓，向同学们献上最真诚
的誓言。进一步增强教师们事业
心、责任心和爱心。 (王新星)

张店十一中：

举行师德宣誓活动

日前，皇城一中在区成教
中心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进行了
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动，砥
砺品行，增长人生智慧。活动中，
同学们从生活常识与技能入手，
亲师友，习礼仪，长智慧，增本
领。包水饺，学救助。 (李波)

临淄区皇城一中：

社会实践助力品行培养

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的
网络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技
能，提升青少年的网络素养，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近日，
皇城二中各班举行了“网络安
全”主题班会。 (孙国秀)

临淄区皇城二中：

召开网络安全班会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组
织部分学生开展了“走进黑
铁山，缅怀革命先烈”活动。
同学们学习了革命先烈们的
光辉事迹和革命前辈们为民
族大义视死如归、英勇无畏
的革命精神。 (刘金路)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走进黑铁山 缅怀先烈

近日，张店四中开展了“祖
国在我心中”爱国主义主题班
会。旨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将爱家、爱校、爱祖国的热情
与日常学习有机结合，激发同
学们更加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的热情和坚强信心。（崔金华）

张店四中：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近日，张店十中举行京剧
走进校园活动，当代中学生对
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肩负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学校将积极
推进戏曲等高雅艺术进校园
工作，丰富拓展校园文化，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 (侯忠良)

张店十中：

举行京剧走进校园活动

为提高学生团队意识，培养
组织纪律观念，促进学校各项管
理规范，近日，召口小学举行队
列队形好习惯展示活动。以班级
为单位，分别进行了进出场、三
面转法、原地踏步走、立定等方
面的展示活动。(解桂荣 常超)

临淄区召口小学：

举行队列队形比赛

临淄区朱台镇中心小学：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

学宪法讲宪法 为进一
步推进学校广泛开展宪法教
育，丰富教育形式，近日，桓台
县鱼龙中学举行“学宪法讲宪
法”主题演讲比赛。(李明书)

示范课活动 为更好发挥
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提高教师
专业能力，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
长，近日，沂源县鲁村中学开展了
骨干教师示范课活动。(杨朝群)

建设平安校园 为切实扫
除黑恶势力，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幸福
感。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召开扫黑
除恶动员会议。 (王晗 高红)

秋分时节种植忙 近日，沂
源悦庄镇中心幼儿园围绕秋分
节气，以种植园为自然教育资
源，让幼儿在体验种植过程中了
解秋分节气相关知识。(刘丙丽)

庆中秋 画团圆 为传承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在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中秋节期间，沂源三中开展了
中秋节绘画比赛活动。（江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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