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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城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淄博6月29日讯(记者王
建炜 通讯员 苑伟) 电梯安
全作为安全生产中与人民群众联
系最为密切、最为广泛、最为直接
的一环，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乘
梯、放心乘梯，组织电梯使用单
位、维保单位、检验机构、监管部
门等多方参与，6月29日，淄博市
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正式建
成，开通“96333”全市统一救援专
线。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电梯数量急剧增长，截至目

前，全市电梯拥有量已达2 . 4万
部。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
作为重要工作事项和重点民生工
程，着力打造让人民群众安全乘
梯、放心乘梯的社会公共环境。该
平台采用“96333”专线呼号，覆盖
全市范围的电梯，建立24小时值
守机制，实现了被困人员精准定
位、救援处置快速响应、救援情况
实时跟踪、救援结果及时上报、故
障原因准确判断等电梯安全应急
处置功能，为淄博市电梯的安全
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淄博市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
台是以电梯信息数据库为核心开
发的一套软件平台，目前，平台已
采集了2 . 4万余台电梯信息，2300
余家使用单位、90余家维保单位
信息，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今后市
民乘梯如果被困，不仅可以通过
梯内应急按钮求救，还可拨打

“96333”，通过上报6位数电梯救
援识别码，平台将准确定位事发
电梯所在小区、楼号、单元等信
息，第一时间指挥救援人员迅速
到达事发现场开展救援。

据介绍，平台建立了三级响
应机制，一级响应为电梯的签约
维保单位和使用单位；二级响应
为网格化公共救援站点；三级响
应为消防应急救援。电梯应急处
置专席接线员受理求助电话后，
将电梯应急救援识别码输入平台
系统，准确定位故障电梯位置，同
时，接线员立即拨打一级救援单
位电话。如果3分钟内与一级救援
单位不能取得有效联系，则通知
二级救援单位实施救援；如果3分
钟内与二级救援单位不能取得有

效联系，则通知消防部门实施救
援。各救援单位在接到电梯应急
处置专席调度指令后，迅速做出
反应，实施有效救援。

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郭庆表示，全市市场监管
系统一定要牢固树立安全无小事
的工作理念，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使命感，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落实安全
保障措施，进一步提高电梯监管
水平、提升电梯风险预警能力，切
实做好电梯安全保障工作。

本报淄博6月2 9日讯 (记者
赵原雪 通讯员 孟凡刚

吴玺 ) 近日，淄博市公安局档
案室的民警接到淄川区罗村镇
演礼村村民求助，想要通过查
找档案，找回 7 4年前三名革命
群众被害真相，为烈士们“正
名”。警方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努
力，最终，民警找到了这份事关
重大的珍贵的审讯档案。

据了解，淄川区罗村镇演
礼村委在编写村志过程中发
现，村中有6名烈士，可是，据一
些年龄较大的村民反映，与6名
烈士牺牲时情况类似的还有 3
人。为此，村委开始收集相关材
料，准备为这3人申报烈士。他
们了解到，有一份关键的审讯

材料可能在公安机关保存着。
在淄川公安分局寻找未果后，6
月 1 9日，淄川区罗村镇演礼村
村民李怀正、王祥在淄川公安
分局民警吴奉国陪同下来到淄
博市公安局档案室求助。

由于村民要寻找的审讯档
案是 1 9 5 4年的业务档案，早已
超出保管期限，年代久远缺乏
有效的检索方式，且卷内材料
多为较薄纸张手写材料，寻找
起来非常困难。淄博市公安局
档案室民警牛晓红立即开始逐
卷查找、逐页翻阅。四五个小时
过去了，民警借助村民反映的
少量线索，终于在 1 9 5 4年李某
某的审判档案中找到了相关材
料。虽然年代已经久远，可淄博

市公安局保存的这份档案完好
无损。材料中，详细记录了演礼
村的 3名被害革命群众在 1 9 4 6
年被杀害的过程和杀害他们的
嫌疑人等信息，为烈士申报工
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近年来，淄博市公安局高
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不断加
大档案保管和信息化利用工作
投入，最大限度确保了档案收
集门类齐全和安全保管，并积
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向分县局开
放了网上查询利用功能，取得
了良好效果。下一步，淄博市公
安局将继续借助宝贵档案资源
为服务公安中心工作服务基层
实战和服务群众作出更大努
力。

本报讯 端午节期间，中国
石化山东淄博石油工会开展以

“粽情端午”为主题的活动，让干
部职工在体验端午文化习俗的同
时，缓解工作压力，增进沟通交
流，激发“百日攻坚创效行动”决
胜阶段的工作热情。

为进一步搞好“百日攻坚创
效”行动，增强客户体验，该公司
工会组织部分区县公司开展员工
及客户包粽子大赛，员工与客户
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深入交流，增
进彼此了解，询问意见建议，提升
客企关系，为下一步持续合作共
赢奠定了基础。下一步，中国石化
山东淄博石油工会将持续开展员
工关爱活动，，当好职工群众的娘
家人。

(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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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求助警方翻找老旧档案，为被害群众正名

74年前真相重见天日，3人被追认为“烈士”

中国石化山东淄博石油公司：

以粽架桥，增进沟通交流

淄川农商银行：

全力做好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

本报讯 近日，淄川农商银
行联合区金融办在淄川区开展以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
题的宣传教育活动。

淄川农商银行通过组织行内
员工深入学习非法集资警示教育
相关知识的形式，提升员工道德
素养及职业操守，规范员工行为，
督促员工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并
以厅堂为宣传主阵地，营造良好
的宣传氛围。

此外，银行调动全行网点，根
据各自地域特点，积极走进社区、
乡村、商圈、集市等场所开展户外
宣传。增强风险意识，并教育群众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充分发挥多
媒体作用，全面织密线上线下宣
传网络，确保宣传落实落地。

(杜江雪)

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充分发挥传统节日的思想
熏陶和文化教育功能，桓台县田庄
小学积极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
午节”———“品味端午习俗 弘扬传
统文化”主题活动。(崔瑞芳 牛晓)

桓台县田庄小学：

开展端午节系列活动

为了让幼儿了解和感受中华
传统节日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美德，淄川区实验幼儿
园各个班级在端午节期间，开展
了“爱在端午 粽叶飘香”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增强文化认同和民
族自豪感。 (马永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端午节主题教育活动

近日，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端午节系列主题活动。老师们
利用多媒体课件，以讲故事的形式
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孩子
们通过画粽子、包粽子、吃粽子，齐
心协力驾驶龙舟，度过了一个快乐
有意义的传统节日。 (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

包粽子、赛龙舟庆端午

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端午节
期间，高青县木李学区新徐小学
开展传统“端午节”活动，学校利
用班会讲述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的故事》，通过讲故事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积极营造氛围，激
发爱国情感。 （董守祥）

高青县木李学区新徐小学：

开展端午节教育活动

打造书香校园 近年来 ,沂
源四中一直把书香校园的创建作
为学校的重点工作来做 ,并探索
出一条“打造核心团队,引领阅读
成长的道路”。 (翟乃文)

微笑在身边活动 近日，沂源县
东里镇龙王峪小学开展“微笑在身边”
主题活动，通过做微笑互动游戏、讲笑
话、比笑脸等方式，培养学生们健康乐
观的心态，传递幸福的力量。(陈德启)

父爱伴成长活动 在父亲节期
间，为让孩子们从小感受到父爱的
伟大和无私，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
开展“父爱如山 伴我成长"特别活
动，让孩子学会表达爱意。(侯宇宁)

共守初心教育 为全面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引导广
大师生学会付出，懂得感恩，近日，沂
源县振兴路小学开展“‘疫’路有你，共
守初心”主题教育活动。（公伟伟）

文明餐桌教育活动 近日 ,
沂源四中积极开展了“文明餐桌”
争创活动。让学生、家长共同参与
光盘行动。向全校师生发出“文明
餐桌,光盘行动”倡议。(翟乃文)

筑牢汛期安全 汛期来临，为进
一步加强幼儿汛期安全教育，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特邀家长参
加安全教育专题会。真正做到家园共
育，确保幼儿安全、健康成长。(任晓寒)

防震疏散演练 为进一步强化师生
的安全意识，掌握和提高防震疏散能力，
确保师生的生命安全，近日，沂源县振兴
路幼儿园开展了“地震我不怕，安全记心
间”防震疏散活动。 (李欣 崔文静)

心理筛查援助工作 为进一步
加强师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确保
疫情防控期间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
心健康，近期，沂源四中开展疫情常
态化心理筛查援助工作。 (翟乃文)

“游戏节”活动 为丰富学生
课余生活，增进师生感情，同时引
导学生在闲暇时间文明休息、文
明游戏，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游戏节”活动。（公伟伟）

心理健康教育 为让每一个学生以
良好健康的心态去学习和生活，近日，沂
源县新城路小学各班级先后开展了以

“聆听心灵声音，放飞快乐心情”为主题
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周从容 周玉娟)

交通安全教育 日前，沂源
县张家坡中心学校开展了，以“交
通规则记心中，文明安全伴我行”
为主题安全教育活动。提高了同
学们的交通安全意识。(任晓寒)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为了避免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工作中部分学生
掉队，沂源四中采取：以考测质，了解
学情；专题教研，整改落实；温故知
新，家校联合的措施。 (翟乃文)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沂源县历
山街道振兴路小学开展“垃圾分类
做先锋 文明校园我先行”开学主
题教育活动。把环保意识和分类投
放理念传播到每个角落。（公伟伟）

家校合作会议 为了加强家
校联系，让家长发挥监督作用，并
使家长能配合学校做好学生教育
教学管理工作，近日，沂源四中召
开家校合作委员会会议。(翟乃文)

举行成长教育会 近日，沂源县
沂河源学校小学五年级举行成长教育
会。会议共分四项：深情朗诵 告别母
校；教师寄语 温馨祝福；师恩难忘 诵
读经典；诉说心声 展望未来。(田衍金)

桓台县起凤镇起凤小学：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近日，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师
生的安全意识，起凤小学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月活动。，进
一步增强了广大师生对安全生产
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安全意识
和安全素质，营造了一个健康、稳
定、安全的教学环境。（田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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