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本报B叠4版 编辑：于雪莲 美编：只文平

2018 . 11 . 15 星期四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0531-85193700
0533-3159015

读者
热线

为开阔视野，启迪智慧，陶
冶情操，近日，康平小学开展了
主题为“走进泉城 体验科技神
奇 感受自然魅力”的游学活
动。据悉，该校每学期都进行的
综合实践活动，已成了该校一道
靓丽的风景。(张玉新 刘桂花)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游学活动

法治教育进校园 为提高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水平和法律素质，
近日，沂源县西里镇金星完全小
学邀请民意律师事务所律师到校
进行普法讲座。(蒋京娟 王桂荣)

为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氛
围，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关注教
师专业成长。近日，木李学区中
心小学开展了念好校本教研“三
字经”的活动。依托自身的资源
优势和特色，在校本教研中坚持
研、活、实三字。 (刘玉功)

为培养幼儿动手能力，结合
生活实际锻炼孩子们的双手，近
日，花沟学区唐口幼儿园开展了
我是劳动小能手活动。小班孩子
学习了自己洗手洗脸，中班孩子
学习了摆放物品，大班孩子学习
了清扫卫生。 (李明 晋丽萍)

高青县花沟学区唐口幼儿园：

开展劳动小能手活动

为使学生掌握在教学楼发
生火灾时顺利逃生的方法，近
日，高阳小学举行了火灾疏散演
练活动。此次活动，提高了学生
的自救自护能力，使学生得到锻
炼，从而提高了学生紧急避险、
自救自护和应变能力。(张金军)

临淄区高阳小学：

举行火灾疏散演练活动

近日，陈庄小学举行了“读
书分享交流会”活动。会上，低
年级学生分享了自己感兴趣的
小故事，中年级学生讲述了所
读书的主要内容和自己的感
想，高年级的学生交流了对所
读书的理解和感悟。 (何晓明)

为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增
强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起凤镇华沟小学在全校范围内
举行了冬季安全动员大会。此活
动，加强了安全管理力度，提高
了全体师生和家长的安全意识，
确保了学校冬季安全。(刘晓东)

桓台县华沟小学：

举行冬季安全动员大会

实验教学比武 为展示科学
实验操作技能与教学风采，引导
师生养成科学实验习惯，近日，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开展了科学
实验教学比武活动。 (唐世玲)

强化心理沟通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镇流泉小学积极开展

“师生沟通的心理分享”主题活
动。全校教师积极参与，师生沟通
交流零障碍。 (杜玉鹏 郑彩虹)

家长进课堂 为真正达
到家园携手共同培养孩子的
目标，近日沂源县悦庄镇儒林
集幼儿园举行了家长进课堂
的活动。 (杨子玲)

诵读活动 为培养学生养
成读书写字的好习惯，提高学生
的语文素养，近日，沂源县燕崖
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晨诵读、午
练字、晚阅读”系列活动。(李彩)

开展教师实验抽测 为促
进实验教学工作的规范性，近
日，沂源县历山街道教体办对辖
区内四所学校三至五年级科学
教师进行实验抽测。 (刘启凤)

校干外出学习 日前，沂源
县西里中学在副校长闫志刚带
领下，组织教务处、信息中心、办
公室领导到实验中学进行领导
干部培训。 (宋增伟 杜希海)

电影进校园 为丰富学
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近日，沂
源三中携手县影院开展经典
影片进校园活动，让同学们接
受正能量教育。 (江秀德)

营造平安校园 日前，沂
源县鲁村镇中心幼儿园采取
多项措施积极开展了“扫黑除
恶及反恐”专项活动。营造平
安校园氛围。 (张慎明)

为让学生更清晰地感受家乡
文化的魅力，近日，齐都镇中心小
学开展走进齐都王氏庄园，感受
家乡文化的活动。提高了学生的
文化审美能力，更激发了学生探
索家乡文化的热情，培养了学生
的地域文化认同感。 (胡刚)

临淄区齐都镇中心小学：

开展感受家乡文化活动

近日，马桥实验学校举行了
第六届“校长杯”足球赛。此次比
赛，是对学生团队精神和综合素
质的检阅，学生在比赛中体验足
球热情、享受足球乐趣、挥洒激
情活力，进一步增强班级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 (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举行“校长杯”足球赛

乒乓球赛获佳绩 日前，沂
源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四位同
学和振兴路小学的五位同学组队
代表街道参加县中小学生乒乓球
赛获佳绩。获得男子团体第二名，
女子团体第七名。 (王举祥)

反邪教教育活动 近日，沂
源县河湖中学举行了反邪教活
动，让学生们了解反邪教的意
义，懂得反邪教的重要性。(齐林)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校本教研活动

为打造平安学校，近日，敬
仲中学组织了防震、消防应急疏
散演练活动。此次活动，使学生
全面了解了防震、防火的有关知
识，进一步增强了全校师生的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了学生对突发
事件的应变能力。 (赵允学)

临淄区敬仲中学：

举行应急安全演练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于
雪莲)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省级环
境监测中心会商结果，受不利
气象条件影响，预计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13日至15日将出现重
污染天气过程。按照生态环境
部和生态环境厅通知要求，淄
博市于14日0时0分发布重污染
天气橙色预警，于14日8时0分
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工业企业落实强制性减排

措施，钢铁、焦化、水泥(含粉磨
站)、陶瓷耐火、砖瓦、氧化铝、炭
素、铸造、医药农药、PVC手套等
重点行业企业和重点用车单位，
于14日8时0分开始执行秋冬季
错峰生产要求；家具制造、包装
印刷、表面涂装等涉VOCs排放
行业企业，未全面改用水性漆
(水性墨)的涉VOCs排放工序限
产30%，已改用水性漆(水性墨)的
涉VOCs排放工序限产20%；氧化
钙、碳酸钙、玻璃棉、岩棉、石膏

板、矿物棉等有窑炉的建材行业
企业限产30%；平板玻璃和日用
玻璃行业限产或限排20%。

建成区内禁止国Ⅲ及以下
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货运车辆
上路行驶。全市范围内禁止使
用冒黑烟高排放工程机械(含
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铺路
机、压路机、叉车等)。

停止所有室外喷涂、粉刷、
切割、护坡喷浆等使用有机溶
剂作业环节。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马
玉姝) 14日上午，淄博市道路冲
洗保洁现场会在淄博经济开发
区举行。现场通报了大气环境形
势和淄博扬尘治理全省排名情
况，同时观摩了高效真空吸尘车
道路作业现场和道路扬尘自动
采样设备检测过程。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淄博从
9月下旬开始运用高效真空吸尘
车作业进行道路清洗保洁测试，
对全市9个区县218条道路227个
点位进行了巡查抽测，其中104
个点位超出标准范围，平均超标
率为45 .8%，总体改善率为17 .4%。
根据巡查抽测情况第4期通报显
示，前三名分别为博山区、淄川
区、临淄区，改善率分别为
91 .6%、30%和15 .3%。

上午10时许，紧接着一台扬
尘自动采样设备被推到公路一
旁。在工作人员操控下，该设备
对路边0 . 5平方米大小的路面进
行吸尘、检测粉尘浓度。据监测

结果显示，该检测区域粉尘浓度
为16 . 8g/m2。随后，一辆高效真空
吸尘车驶过，此时，采样设备再
次对原路面进行监测，检测结果
为0 .2g/m2。

“此次观摩会的目的主要有
两点，一是今年全市的考核指标
还没有完成，第二是关于扬尘在
省里的排位，在下滑，原来在10
位左右，现在已经下滑到15位
了。进入冬季以后，扬尘污染对
环境影响很大，道路扬尘和pm10
的浓度降下来，可以为环境质量
改善做出贡献。”现场，工作人员
表示。

据悉，早在2016年，淄博就
提出“以克论净，深度治理”。现
场，淄博市环保局扬尘污染监
管处办公室主任胡思杰表示：

“以前的道路检测仅靠肉眼去
判断，没有数据支撑，无法服
人。现在用这个设备去测量0 . 5
平方米范围内扬尘有多少克，
一目了然。”

淄淄博博发发布布重重污污染染天天气气橙橙色色预预警警
全市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工业企业落实强制性减排措施

淄博以克论净，加大扬尘污染管控

吸尘车“上阵”，每平米灰尘降至0 . 2克

桓台县马桥镇陈庄小学：

举行读书交流分享活动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于
雪莲) 14日，《淄博市2018—
2019年工业企业秋冬季错峰生
产调控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印发，2018年11月15日至
2019年3月15日，钢铁、焦化、水
泥等多个重点行业将采取差异
化错峰生产措施，旨在减少污染
物排放，改善秋冬季环境空气质
量。

《方案》实施范围包括钢铁、
焦化、水泥、陶瓷耐火、砖瓦、氧
化铝、炭素、铸造、医药农药、
PVC手套、运输等行业。其中钢
铁行业中有高炉炼铁工序的，限
产50%。水泥行业中有熟料生产
线的水泥企业按照《山东省水泥
行业2018—2019年度秋冬季错
峰生产实施方案》(鲁水协字

〔2018〕46号)文件执行(见附件

2)，停产4个月。
秋冬季期间，凡是应当列入

错峰生产行业的企业，但瞒报漏
报的，一律立即实施停产，并连
续停产120天。对于环保手续不
全、各类污染物不能稳定达标排
放、监测数据造假、涉嫌偷排偷
放、未达到排污许可管理要求的
企业，全面采取错峰生产措施，
实施停产整治。

今今起起44个个月月，，钢钢铁铁等等多多个个行行业业限限产产停停产产
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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