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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
学开展活力韵律操大课间活
动。 (崔君玉)

舞动大课间感恩在行动

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开
展“感恩在行动”主题教育活
动。 (崔君玉)

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
学举行课堂教学立标课、学标
课活动。 (崔君玉)

立标学标

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
学开展以“品读经典，争做红领
巾小书虫”为主题的读书系列
活动。 (崔君玉)

品读经典

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
学多举措加强传染病预防工
作。 (崔君玉)

预防传染病

沂源县龙山幼儿园在青龙
湖举行“回味童年，趣味健身”
心灵减压活动。 (耿文英)

体验幸福教学视导

近日，沂源县县教研室到
东赵庄完小进行教学视导。

(董宁宁 赵莉君)

近日，沂源县儒林集幼儿
园发动全体教师，自制轮胎玩
具供孩子玩耍。 (鹿传俊)

自制玩具

为优化师资队伍，沂源四中
进行新老教师互帮互学、互相帮
扶的活动。 (翟乃文 刘士春)

教师结对帮扶

沂源四中组织“讲英雄故
事 树爱国情怀”演讲比赛活
动。 (刘士春 翟乃文)

讲红色故事

沂源县悦庄镇消水完小积
极开展了“讲红色故事 传承
红色基因”活动。 (宋志娟)

传承红色基因爱满重阳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
园开展“老少同乐，爱满重阳”
主题活动。 (任东娟)

沂源县悦庄镇消水完小开
展了丰富多彩活动进行爱国教
育。 (宋志娟)

开展丰富多彩活动

沂河幼儿园开展“骨干教
师公开课观摩”研讨交流活动。

(宋娇)

观摩交流

沂源四中推出一系列新举
措，改变单一的课间操活动模
式，丰富大课间活动的内容。

(刘士春)

多彩大课间

沂源县龙山幼儿园大班教
师结合教材内容带领孩子走出
校园，到大自然中寻找中草药、
认识中草药。 (耿文英)

在大自然中识中药主题教育

沂源四中开展“三爱、三
节”主题教育活动。

(翟乃文 刘士春)

沂源县悦庄镇消水完小邀
请12名退休教师返校，开展了

“与退休教与共度重阳佳节”活
动。 (宋志娟)

共度重阳佳节

近日，沂源县悦庄镇赵庄
幼儿园教师代表观看了师德模
范事迹报告会。 (陈芳)

争做师德标兵

沂源县唐家官庄幼儿园利
用农村得天独厚的优势，组织
幼儿走进农田，体验收获的快
乐。 (周在霞)

走进农田体验收获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日前，淄博市房管局等
12个部门联合整治房地产市场
乱象，将严厉查处、打击侵害群
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为揭露
各种购房潜规则，避免购房陷
阱，维护购房者权益，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即日起开通房产
维权热线，市民遇到购房问题
可拨打15505338940反映。

购房是人生中的大事，然而
面对复杂的合同流程，各式各样
的宣传，难免有困惑或遭遇烦心
事。有些市民用积攒了一辈子的
辛苦钱买房，结果合法权益却遭
遇不良开发商的侵害，买房“买
来”一堆烦心事，作为消费者却

面临各种维权难题。开发商各种
违规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淄博的
房地产市场。

您是否在购房过程中遇到
过虚假宣传、网签滞后、延期交
房、变相收取意向金、房屋质量
问题等情况？为给广大淄博市
民提供一个投诉和反映问题的
渠道，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开通
房产行业维权监督热线，倾听
市民心声。

接到市民投诉后，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将进行实地
调查，采访责任单位和相关监
管部门，并咨询齐鲁晚报公益
律师团律师，指导并协助当事

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
对存在问题的单位进行曝光，
或将相关问题反映给主管部
门，督促其整改。

如果您在购房过程中权
益受到损害，或者对淄博楼
市、开发商有啥意见建议等
请及时拨打齐鲁晚报·齐鲁
壹 点 房 产 维 权 热 线 ：
15505338940进行反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开通房产维权热线：15505338940

买买房房遭遭遇遇烦烦心心事事，，我我们们帮帮您您维维权权

本报10月29日讯 近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20起外
汇违规案例，涉及转口贸易、
贸易融资、内保外贷、个人分
拆售付汇、逃汇、非法买卖外
汇等，罚没总金额达2304 . 6 3
万元。其中通报淄博修文外
国语学校利用18名境内个人
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违规
以分拆购付汇形式向境外转
移资金94 . 48万美元。

案例原文通报“2015年7月
至2017年7月，淄博修文外国语
学校利用18名境内个人的个人
年度购汇额度，违规以分拆购

付 汇 形 式 向 境 外 转 移 资 金
94 . 48万美元。该行为违反《外
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
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
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2 . 31万
元人民币。”

记 者 查 询 相 关 资 料 获
悉，外汇局于今年8月31日通
报23起违规案例中其中涉及
了淄博高新区外国语学校，
案例通报“淄博高新区外国
语学校逃汇案，2015年7月至
2017年1月，淄博高新区外国
语学校利用15名境内个人的
个人年度购汇额度，以分拆

购付汇形式向境外转移资金
1 1 7 . 2 9万美元。该行为违反
《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
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
款40 . 25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淄博修文外国语
学校是由淄博市教育主管机构
批准设立，留美博士王修文投
资创办的一所全日制、高标准
的民办小学。淄博高新区外国
语学校是一所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王修文合
作，从小学到初中九年一贯寄
宿制学校。

淄淄博博一一外外国国语语学学校校逃逃汇汇被被国国家家外外汇汇局局通通报报

该校以分拆购付汇形式向境外转移资金94 . 48万美元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马
玉姝) 近日，淄博市环保局张
店分局公布一份行政处罚判决
书，淄博市益涛化工设备有限
公司因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
治设备被处罚10万元。

根据判决书，张店区环保
分局于今年7月10日对淄博市

益涛化工设备有限公司进行调
查，该单位在衬胶工序进行贴
胶作业时，未开启UV光氧催化
装置，属于不正常运行大气污
染防治设备，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张
店区环保分局对其处以10万元
罚款。

因因不不正正常常运运行行环环保保设设备备
淄淄博博一一企企业业被被罚罚1100万万元元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樊
伟宏) 近日，淄博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组织流通环节监督
抽检，检出不合格样品5批次。

不合格产品主要包括：桓
台县联华超市有限公司新城分
店的鸡蛋，检出氟苯尼考(常用
做兽药)和恩诺沙星(恩诺沙星+
环丙沙星)；淄博银座商城有限

责任公司高青分公司的多宝
鱼，恩诺沙星(恩诺沙星+环丙
沙星)检出值超标；淄博银座商
城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分公司抽
检的鱿鱼，镉检出值超标；高青
华盛商贸有限公司抽检的鱿
鱼，镉检出值超标；桓台县联华
超市有限公司新城分店抽检的
黄花鱼，检出呋喃唑酮代谢物。

桓台联华超市新城分店：

鸡鸡蛋蛋中中检检出出兽兽药药

淄博市暨淄川区2018年全
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
日前在昆仑镇1954陶瓷文化创
意园举行。与会人员还参观了
淄川区实验小学南校区社区
教育培训现场等地。

(孙淼 申戈)

淄博市暨淄川区：

全全民民终终身身学学习习活活动动周周启启动动

买 房 遭 遇

侵权，扫齐

鲁 壹 点 二

维码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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