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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现在正处在新型工
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产
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
的关键时期，同样也处于安
全事故“多发高发”期。为防
止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从
业人员或者第三者的人身伤
亡以及第三者的直接财产损
失，2018年淄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以下简称：安责险)的
试点工作。

2018年淄博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下发了《淄博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市高
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通知》中提
出：在全市范围内的矿山、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
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
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高
危 行 业 领 域 强 制 实 施 安 责
险，在化工行业全面推行，在
其他行业领域积极推广。试
点工作自 2 0 1 7 年 1 1 月起至
2019年12月底。

为确保安责险制度落到
实处，为企业提供专业优质
的风险监测服务，截至10月31
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委
托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公司
组织专家为其承保的企业进
行防灾减损服务。为企业提
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安全
学习材料、现场隐患排查、双

重 预 防 机 制 建 设 和 运 行 情
况、标准化运行情况等。同时
淄博中心支公司还聘请了专
家对诊断出的问题现场给予
企 业 指 导 并 且 提 出 整 改 方
案。参保企业负责人张先生
表示，安责险保费低、保障
大，项目方只要交很少的钱，
就可以让企业和企业里的工
作人员获得安全保障，不啻
为企业系上了“保险带”，给
工人们加了“护身符”。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工
作人员介绍道：“安全生产任
务艰巨，特别是淄博的化工、
矿山、烟花爆竹、民爆器材、

金属冶炼、道路运输等高危
行业比重较高，建筑施工量
大，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便
会增多。推行安责险，有利于
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
管控和事故预防功能，解决淄
博安全生产深层次矛盾，同时
推动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
企业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
风险，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规
定：矿山、交通运输、危险化学
品等八大行业和领域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实施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今年1
月2日，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等9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
印发<山东省高危行业强制实
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后对从业人员、第三
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经
济赔偿的责任保险。在安全生
产领域引入保险制度，特别是
高危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
风险防控做法、利用市场机制
和社会力量加强安全生产综合
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现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基础上增
加的一条新的安全生产防线。”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工作人员
说。

据了解，2018年淄博市矿
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
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
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高危
行业企业投保保费政府补贴
50%，单个企业每个保险期限
内享受的保费补贴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保障内容为：投保企
业的从业人员和第三者的每人
伤亡责任限额50万元、每人医
疗费用责任限额10万元，第三
者财产损失限额10万元，此外，
还可对紧急抢险救援、事故善
后处理、事故鉴定等费用进行
约定赔偿。”

给给高高危危行行业业系系上上““保保险险带带””
高危行业企业投保安责险保费政府补贴一半

冬季长跑活动 为推动学
生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和耐
力水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近
日，沂源县历山街道鲁山路小学
开展了冬季长跑活动。(王举祥)

家校共育报告会 为加强
学校与家长的沟通，发挥家校共
育的力量，提高家校共育的效
果，近日，沂源县鲁村中学开展
家校共育报告会活动。(杨朝群)

宪法宣传活动 为增强师
生法制观念，近日，沂源县张家
坡中心学校开展了“12·4”宪法
宣传活动，使遵法守法成为师
生的共识。 (东杰 王均升)

班级区域活动 为优化班
级区域环境创设，彰显班级区
域特色，近日，沂源县荆山路幼
儿园开展了“玩转区角，快乐体
验”班级区域活动。 (夏巧凤)

冬季安全会议 近日，沂源
县历山街道教体办召开冬季学
校安全工作的专题会议，要求排
查隐患，开展安全检查，做好师
生车辆安全宣传教育。(杨卉)

为营造尊师爱师的浓厚
氛围，近日，高阳小学开展了
画出心中最美老师的活动。
让少先队员们拿起手中的画
笔，分别把心中最美的老师

“定格”在画作中，表达对老
师的感恩之情。(刘景海)

临淄区高阳小学：

开展画出最美老师活动

为强化幼儿交通法规和安
全的意识，提高广大师生自我
防护能力，近日，木李学区中
心幼儿园邀请青城交警中队民
警到校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宣
讲。通过互动游戏的方式，让小
朋友们了解了交通规则。(于娇)

高青县木李学区中心幼儿园：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分层教学是张店九中创新
艺术教学的有效模式，是该校
课程的一大亮点。该校对初一
初二学生艺术素养的摸底和
科学分析，从三个方面对学生
进行了分层。一是知识技能基
础水平；二是器乐声乐类别；

三是学生兴趣爱好；综合这三
个方面，把学生分成三个层
次，并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
定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开展相
应的教学活动。对于基础夯实
班，采用知识与游戏相结合的
方式，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普及基础知识；对于能力提高
班，通过对课本内容的整合，
加入拓展内容，突出方法指导
和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
生的艺术创作能力；对于特长
发展班，通过整合教材，将更
多的时间放在特色课程的学
习上，帮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
识技能，促使他们由艺术特长
向艺术专业发展。 (商明珠)

分层教学更“出彩”
——— 张店九中课程创新系列报道之一

远离手机活动 近日，
沂源县河湖中学举办了以

“远离手机”为主题的宣传教
育活动，旨在，让同学们了解
手机的危害。 (齐林)

展现美丽秋天 近日，沂源
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展现美丽秋天活动，孩子制作拓
印材料，配合颜料，把秋天展现
在了画纸上。(任余玉 段连红)

问卷调查活动 为全面了
解和评价班级工作，提高办园质
量和服务水平，近日，沂源县鲁
村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家长满
意度问卷调查”活动。(齐爱山)

达标展示活动 为提高教
师的授课水平，促进教学质量
全面提升，近日，沂源县燕崖
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教师“第三
轮达标课”展示活动。 (李彩)

文明出行活动 为让家
乡更美好、社会更文明、生活
更幸福 ,近日,沂源四中开展了

“文明出行，从我做起”主题教
育活动。 (翟乃文 刘士春)

近日，马桥实验学校承办了
桓台县实验学校教育集团首届
中小学“主题班会”大赛。集团内
部85名教师参与比赛，9个年级
29个赛场同时开赛，呈现了85节
精彩的主题班会，100余名教师
参与了观摩和评审活动。(王鑫)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承办“主题班会”大赛

为落实省高中地理学科教
学指导意见，更好地做好学考备
考工作，交流学考备考经验，推
进课堂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
素养，近日，铝城一中地理组老
师到淄博十中开展跨区域地理
合格考专题研讨活动。(齐雪菲)

张店区铝城一中地理组

开展跨区域合格考研讨

本学期，临淄二中开展了
学生习惯养成教育活动。据悉，
活动从学生的卫生习惯养成、
行为习惯养成、学习习惯养成
方面，对学生进行习惯养成教
育。活动中，教师以身示范，事
事、处处做好学生的榜样。(郑军)

临淄二中：

重视学生习惯养成教育

近日，皇城二中开展了全
方位安全大检查活动。该校主
要检查的项目有：校园周边环
境、校警门卫工作情况、操场
及体育设施安全情况、食品安
全、用电线路、防火防盗设施、
应急照明、围墙等。 (崔永春)

临淄区皇城二中：

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

近日，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中班开展了有趣好玩的“我在
马路边”主题活动。让幼儿对马
路上的各种车辆、交通标志等
做到进一步认识，同时对幼儿
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培养了
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王建华)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我在马路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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