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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对餐厅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保障
了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亓和田)

近期，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通过了各级安全主管部门的
检查。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开展
家长陪餐活动。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坚
持执行家长随堂听课制度。

(亓和田)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
学 校 接 受 县 教 研 室 教 学 视
导。 (亓和田)

近日，沂源县三岔中心学
校进行体育中考。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迎接
县消防车进校园，进行模拟消
防演练。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配合
县、镇消防队，对学校的消防设
施进行安检。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做
好与本镇派出所的警校联动
工作。 (亓和田)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加强
对学生宿舍的巡查力度，确保
夜间安全。 (亓和田)

保障餐饮安全 餐厅食品安检 家长陪餐 家长听课 教学视导

体育中考 消防大队进校园 消防设备安检 校警联动 夜间值班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
凯瑞小学“阳光体育大课间”
冬 季 跑 操 活 动 正 式 全 面 启
动，这项运动将持续至明年4
月份。

通过开展冬季跑操活动，
磨炼师生的意志品质，培养师
生良好的锻炼习惯，全面增强
师生的身体素质。 (闫玉洁)

张店区凯瑞小学

冬季跑操活动启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小
学语文优质课决赛四的讲课在
张店区铁路小学会议厅举行。
共有九名教师参与优质课评
选，来自全区的百余名语文老
师认真听课观摩学习。

此次语文优质课评选，对
促进全区语文教学研究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 (梁甜甜)

张店区铁路小学举办2019年

区语文优质课评选活动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南
定小学党支部组织党员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自觉修整自己
的言行，收到预期效果。

会议由组织委员盛立娟同
志主持，首先宣读了本次专题
会议活动方案及对标学习条
目，5名支委会成员面向党员进
行了第一组问题剖析，真诚接
受党员监督。 (盛立娟)

张店南定小学党支部

开展主题教育系列会议

本报讯 近日，济南中迪智
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走进张
店区南定小学，对全体教师进行
了“一对一”平板教学技能培训。

此次“一对一”平板教学技
能培训，提升了广大教师的平板
使用技能，更大地助力教师信息
技术专业化成长，为“智慧校园”
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李光)

张店南定小学举行

平板教学技能培训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
2016级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干
部专科学历教育班毕业典礼在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阶梯教室隆
重举行，31名毕业生全部参加
典礼。

张店区远程教育中心网络
科科长孙培胜同志、班主任高
希成同志，以及全体任课老师
参加了典礼。 (刘恩广)

张店2016级基层干部专科

学历教育班举行毕业典礼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
南定小学积极邀请淄博市消
防救援支队战勤保障大队到
校指导开展了消防疏散演练
活动。

通过这次演练，使师生了
解了更多的消防知识，有效提
高了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和消防处置技能。 (刘凯)

张店区南定小学

开展119消防疏散演练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
2019—2020学年度中小学生体
育节排球比赛在张店八中拉开
帷幕，共有30支小学代表队参
加了比赛。在预赛与决赛中，所
有裁判员与教练员尽职尽责，
秉公执裁，展现出了良好的职
业素养。通过举办各项赛事的
比赛，让同学们在竞技中得以
锻炼，得以成长。 (李成良)

张店区中小学生体育节

排球联赛圆满成功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青
年书法家协会理事吕凯老师应
邀到张店区南定小学做了一场
题为《关于如何提高学生日常
书写速度和质量的几点建议》
的报告。本次培训进一步提高
了学校教师的书法教育专业技
能。广大教师将根据学生实际，
结合本次学习收获，进一步完
善已有的研究成果。 (卢向通)

张店区南定小学举行

教师书法技能培训

本报讯 近日，张店
区铝城第一小学举办多
场家庭教育会议，引领家
长智慧，家校携手共育合
格人才。学校邀请著名家
庭教育专家郑喜锋为一
至三年级学生家长和学
校家委会成员作两场“做
智慧家长，成就天才少
年”报告会。报告会后学
校召开2 0 1 9——— 2 0 2 0学
年家委会会议和全校学
生家长会，邀请部分优秀
学生家长介绍家教经验，
交流科学的家教理念，反
馈学生实际情况，家长们
踊跃参与，支持理解学校
教育工作。

(康晓红 刘晓林)

铝城一小：

引领家长智慧

家校携手共育

淄博市“名校人才特招行动”下周走进北京

进进名名校校，，淄淄博博特特招招663311位位高高技技术术人人才才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马玉

姝) 21日，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网站发布《淄博市“名
校人才特招行动”事业单位招聘
工作人员(北京站)公告》，决定开
展“名校人才特招行动”，招聘631
位高校人才，为淄博市重点事业
单位引进急需紧缺的专业技术
人才。

此次招聘会分为两场，11月

25日下午举行清华大学招聘会，
11月26日上午举行北京大学招
聘会。

据悉，招聘范围为国内“双
一流”建设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
上学历毕业生；国际公认的四大
权威大学世界排名(ARWU、
TheTimes、QS、Usnews)2017—
2019年全球Top300海外大学的全
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其

中ARWU排名参见附件4)。国内
“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大学世
界排名如有变化以官方网站最
新公布为准。

本次招聘通过现场报名、资
格审查、面谈(面试)、签约、考察、
体检、公示等环节，确定聘用人
员。面试成绩当场公布。根据成
绩分岗位由高分到低分等额确
定考察人选。

淄淄博博慈慈善善总总会会55年年支支出出善善款款66994400万万元元
拓宽募捐渠道，社会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马
玉姝 通讯员 王慧超) 21日
上午，淄博市慈善总会第四次会
员大会暨四届一次理事会议在
世纪大酒店召开。会议总结了市
慈善总会三届理事会以来五年
的工作，修订了《淄博市慈善总
会章程》，审议通过了市慈善总
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监
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包括

财务管理、救助管理等在内的九
个制度性文件和关于部分固定
资产报废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市
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监
事会监事，选举产生了会长、常
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监
事长。新当选的市慈善总会会长
王可杰同志讲话，对下一步市慈
善总会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据悉，5年来，市慈善总会突

出“慈心一日捐、基金定向捐赠、
新业态捐赠”三种方式，加大慈
善宣传，拓宽募捐渠道，社会对
慈善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五年累计募集善款8210万元。突
出扶贫攻坚，开展了医疗救助、
应急性救助、定向协议救助、项
目救助等一系列救助活动，累计
支出善款6940万元，慈善的社会
公信力明显增强。

本报讯 自全市“城乡环
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整
治行动开展以来，桓台公路事
业服务中心高度重视，采取多
项措施推进整治行动。

中心召开“城乡环境大整
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动专项
部署会议，结合市、县两级要求
和任务分工，聚焦国省干线公
路扬尘污染环境脏乱差等突出
问题，制定了整治方案，工作任
务安排到人。

针对即知即改阶段的整治
任务，中心不等不靠，立即整
治。目前正积极开展路面病害
处治、路肩边沟清理、标志擦
洗、苗木喷洒等工作，同时安
排人员对中隔带底座边缘、路
缘石根部、泄水槽等进行集中
清理。中心将全力抓好“城乡环
境大整治、精细管理大提升”行
动工作落实，按阶段有序推进
整治工作任务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 (孙鲁宁)

桓台公路事业服务中心

多项措施推进整治行动

这个冬天

来崂山旅游吧

本报讯 近日，由青岛市崂
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办、崂山旅游集团承办的2019“山
东老乡游崂山”推介会开启巡回
之旅，为齐鲁大地送去一股“红
利之风”。

推介会自济南重磅开启，先
后走进淄博、潍坊、临沂、日照等
城市，把载满崂山情谊的惊喜福
利和崂山靓丽全域旅游新名片
传递给老乡，诚邀老乡打卡崂山
全域旅游资源，畅享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的魅力。

2019“山东老乡游崂山”巡游
推介会——— 淄博站的一大亮点，
即发布崂山全域旅游特惠举措。
活动整合崂山区旅游观光、乡村
休闲、商贸购物、酒店餐饮、文体
活动、特色产品展销、民宿和农
家宴体验等旅游资源，并以景
区、餐饮企业等为代表推出惠游
活动，让山东老乡享受崂山食、
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全域
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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