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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建文明和谐校园，有效
增进家校和谐关系，近日，高青三
中召开了期中家长会。家长会进
一步加深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了
解，增强了家庭教育的责任感，提
高了家校科学管理的水平，拓
宽了家校共育渠道。(王克锋)

高青三中：

召开期中家长会

为认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
彻落实《淄博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工作，进一步引导全校师生
深入学习领会文件精神，践行文
明行为，近日，马桥镇北营小学
组织开展学习《淄博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教育活动。(张轲鑫）

桓台县马桥镇北营小学：

开展文明行为教育活动

为了总结学校开学以来教育
教学发展情况，解决教育教学发
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促进学校
更好发展，近日，张店四中举行了
以“凝心聚力，共谋发展”为主题
的全体教师会。凝心聚力，共同促
进学校的发展。 (崔金华)

张店四中：

举行全体教师会

近日，马桥实验小学以桓
台县教改大课堂为契机，开展
本学期第二轮青年教师赛课活
动，促进了学校基于“前置学
习、小组合作、交流展示、引导
点拨、检测巩固”的五环节教学
模式的规范和完善。 (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开展青年教师赛课活动

近日，起凤小学开展了上下
学交通安全教育大会、上下学接
送学生家长安全教育会、冬季安
全家长会、主题班会一系列的活
动，对全校师生和家长进行冬季
安全教育，旨在，提高安全意
识，打造平安校园。 (田文静)

桓台县起凤小学：

开展冬季安全教育活动

结对交流活动 为实现教
育资源的有效共享，日前，沂源
县大张庄镇中心小学与利津县
北宋镇明德小学开展教育对口
结对交流活动。 (唐家帅)

精心准备优质供暖 日前，沂
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提前对燃气
炉、管道、阀门等设施进行检修保
养，加强锅炉操作人员培训，保障学
校安全、优质供暖。(徐凤生 陈志先)

大带小系列活动 近日，沂
源县振兴路幼儿园开展了“大手
拉小手”大带小系列活动，旨在
帮助小班新入园幼儿克服分离
焦虑。 (孟令霞 王娜)

名师工程推进会 近日，沂
源县韩旺中心学校小学部举行
校级名师工程推进会。共同打磨
课堂，推出一节精品课参与镇级
名师竞聘。 (张希亮)

国粹进校园 近日，淄博市
京剧院到沂源县南麻街道办事
处东高庄小学上了一堂生动有
趣的京剧课。调动学生们对京剧
的学习兴趣。(王增鑫 刘信花)

教师展示课活动 为促进教
师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的提高，
提高青年教师整体素质，近日，沂
源县韩旺中心学校开展了青年教
师课堂教学展示活动。(张希亮)

好家长评选活动 近日，
借助家长会机会，沂源县河湖
中学评选出部分优秀家长，并
为其他家长传授了教育孩子的
经验和方法。 (李庆成)

消防疏散演练活动 为掌握
应对火灾发生时采取的防护措施
和方法，近日，沂源县鲁山路小学
开展以“远离火灾 珍爱生命”为
主题的消防疏散演练活动。(王晗)

多彩户外游戏 沂源县南
麻街道西台幼儿园保证每天幼
儿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
时，激发了幼儿参加体育活动的
兴趣，锻炼了幼儿的体能。(周娜)

学生拔河比赛 为让学生
体验运动的快乐，感受团队精神
带来的乐趣，近日，沂源县大张
庄中学举行初三年级学生拔河
比赛。 （祝丰远）

本报讯 21日下午，临淄
区召开全区脱贫攻坚工作会
议。会议强调，评价贫困人口

“脱贫质量”，重点看建档立卡
贫困户返贫率、符合贫困户条
件但未认定成贫困户情况及省
扶贫工作重点村稳定退出情
况。 (韩小丽)

临淄区召开

脱贫攻坚工作会议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扎
实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全面
推进镇(街道)、村(社区)两级文化
服务设施建设，目前，全区464个
村居文化大院全覆盖，建设百姓
大舞台259个，年内将打造出48家

“5+N”模式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示范点。 (韩小丽)

临淄区繁荣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

本报讯 近日，市扶贫办组
织开展交通安全文明劝导志愿
活动。第一组志愿者们准时到达
张店金晶大道与人民路路口，向
来往行人宣传文明交通。寒风
中，值守在执勤路口的市扶贫办
文明志愿者们，为城市文明共建
做出积极贡献。 (房玉波)

市扶贫办组织志愿者开展

交通安全文明劝导活动

本报讯 近日，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抓好脱贫攻坚工作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拿出过硬措
施，防控新致贫和返贫，全面提
升脱贫质量，确保脱贫奔康路上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孙媛)

全市脱贫攻坚

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近年来，沂源县为
巩固脱贫成果，继续实施“三保
障”提升工程，扎实落实“七个一
批”措施。今年共为符合条件的
3 .9万余人购买扶贫特惠保险；对
符合条件的10余户贫困户发放

“富民农户贷”60万元；发放互助
资金借款100余万元。 (唐宁宁)

多措并举促进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讯 今年，沂源县持续
加大扶贫政策宣讲，发挥好9867
名结对帮扶干部和2800余名网格
员作用，启用精准扶贫云平台
APP“学习测试”模块，逐户梳理
贫困户享受政策清单，确保贫困
户政策知晓率达到100%、群众认
可度达到100%。 (唐宁宁)

加大扶贫政策宣讲

提升贫困群众政策知晓率

本报讯 前三季度，临淄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28917
元，同比增长8 . 1%。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33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63元。
4300元收入以下的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人均年
收入可实现4500元以上。(韩小丽)

临淄区前三季度城乡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制
定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意
见，力争三年内基本消除空壳
村。同时向贫困村、软弱涣散村、
集体经济薄弱村选派第一书记、
派驻村工作队，用好“头雁”，推
动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
升，打造过硬干部队伍。(韩小丽)

临淄区乡村振兴

为脱贫攻坚稳基固本

本报讯 近日，临淄区第
三届公益创投大赛落下帷幕。
临淄区蓝丝带社会服务中心

“扶贫路上的百合花”获得大赛
三等奖。该项目首场主题活动
走进凤凰镇王桥村，为王桥村5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建立了新的
需求调研表。 (韩小丽)

公益创投项目“扶贫路上

的百合花”落地实施

本报讯 临淄区稷下街道
投入400余万元，为幼儿提供免
费园服、组织健康查体等教育
惠民项目，设立教师培训专项
经费，完善学校发展激励机制。
为55周岁以上老人和全体贫困
户、残疾人免费投保“银龄安康
工程”意外伤害险。 (韩小丽)

临淄区投入400余万元

聚焦民生福祉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尉育红 张先进

巨荣俊) 一号通用、一码通
行、一生服务、一体支撑、一网共
享。这是淄博市卫生健康委打造
的“五个一”健康信息平台。看似
简单的20个字，却承载着沉甸甸
的初心使命——— 让人民群众看

病更方便。
今年3月6日，淄博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票
决确定市卫生健康委为2019年
专项工作评议对象。6月11日，市
人大常委会向市卫生健康委反
馈意见建议1647条，梳理归结为
93条，确定重点评议10项内容。
市卫生健康委变压力为动力、变
挑战为机遇，针对人大代表和基
层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以信息
化为总抓手，构建“五个一”健康
信息平台，不断提升高质量服务
水平，取得了积极成效，得到了

省人大常委会分管领导、省卫生
健康委和淄博市委主要领导同
志的充分肯定以及人大代表、人
民群众的普遍称赞。

其中，统一微信公众号提供
服务，实现“一号通用”。以建设

“健康淄博”一卡(码)通便民服务
平台为抓手，开展“互联网+医疗
健康”工作创新，努力满足群众
使用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接受
医疗健康服务的迫切需求。全市
51家二级以上医院、86家乡镇卫
生院、168家服务中心(站)、2954家
村卫生室接入健康信息平台。把

“健康淄博”微信公众号作为统
一的服务入口，今年9月1日前，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停止与健康
信息平台重复的移动端线上服
务。目前，全市使用“健康淄博”
微信公众号的群众达49万人。

在实现“一体支撑”方面，统
一应用服务建设体系。健康信息
平台采取市级立项、市财政出
资、市云平台统一部署、乡镇卫
生院(中心)和村卫生室(站)专网
应用的方式，统一规划建设了以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
务为基础，由家庭医生签约、双

向转诊、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
断、慢病管理、妇幼保健等17个
信息模块融合的基层医疗机构
信息综合应用管理系统。该系统
通过对接市、县两级平台，汇聚
应用突出服务，为全市470万居
民群众提供统一的、标准的线
上、线下一体化医疗健康服务。

“五个一”是市卫生健康委
借力人大监督、打造“智慧健康”
服务体系的真实缩影，更是对市
人大常委会“以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
生动实践。

淄博市卫健委借力人大监督打造“五个一”“智慧健康”服务体系

447700万万居居民民共共享享““一一体体化化””医医疗疗服服务务

迎接市教学视导 近日，淄
博市教研室主任李奉利、孙秀红，
沂源县教体局杨局长、学前中心
崔主任一行，对沂源第二实验幼
儿园进行教学工作视导。(贾玉玲)

快乐学 有效教 为提升
教师们的创新教学意识，提升
教师的教学技能，近日，沂源县
鲁山路幼儿园开展了“教师赛
课”活动。 (张宗叶)

打造优良校风 沂源县石
桥中学多措并举打造优良校风，
抓好各级部学生管理，抓好“班
会、队课”德育主阵地，加强班级
文化建设。(张春成 杜春坤)

受聘校长进课堂 近日，沂
源县新城路小学开展了受聘校
长进课堂活动。让学生了解了交
通安全的重要，增强了学生们的
文明出行意识。(周从容 齐山峰)

消防安全教育 在消防日
之际，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特邀
请了消防队将消防车开进了校
园，开展了“消防车进校园”消防
安全教育体验活动。 (夏巧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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