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沂源县作为淄博市经济欠
发达县，贫困人口占据淄博市贫
困人口80%以上，扶贫任务艰巨。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
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根据工商
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扶贫工作
的整体部署，结合地方政府的具
体安排，沂源支行高度重视扶贫
工作，快速行动，动员全行员工
投入到县域的扶贫工作当中。扶
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获得当地
政府和贫困户的高度认可，树立
了负责任的大行形象。

大行担当 责无旁贷

沂源县贫困人口多，扶贫工
作压力很大。作为国有大行，沂

源支行主动担当，要求全行员工
全部投入到扶贫工作中。沂源支
行现有员工63名，结对帮扶189名
贫困户，人均结对贫困户3户。开
展扶贫工作以来，按照县扶贫办
培训工作要求，每位员工均学习
掌握精准扶贫政策，详细了解贫
困户基本信息、致贫原因，帮助
贫困户制定增收途径和脱贫措
施，扎实推进结对扶贫各项工
作。在沂源县金融系统中，沂源
支行扶贫户数居于首位，全员扶
贫体现了大行的责任担当。

走访慰问 情暖人心

按照沂源县扶贫工作要求，
全行员工每月至少走访结对贫
困户一次。为确保每位员工按时

入户走访，该行结合工作实际，
每月安排周六、周日集中走访。
该行行级领导亲自带队，全行员
工积极参与，分期分批会同各部
室、营业网点休班人员轮流入户
走访，为贫困户送去产业项目帮
扶、危房改造、孝善扶贫、教育扶
贫、大病救助、残疾人政策保障、
扶贫岗位就业等帮扶政策。通过
与贫困户一次次交流，切身感受
贫困群众的生活困难，带着感情
走访，象亲人般嘘寒问暖。

筑幸福桥 奔小康路

在落实结对帮扶贫困户工
作的同时，该行积极与结对帮扶
贫困村村委、县政府驻村扶贫负
责人联系，深入了解结对帮扶贫

困村总体情况，所面临的具体困
难和问题，分别与石桥镇关河峪
村、东峪村和黄墩河村商讨帮扶
措施。扶贫之初，关河峪村村委
院落设施落后，和普通农户家庭
几乎无差别，办公没有像样的桌
椅，召集村委会连坐的地方都没
有。该行积极想办法，提升了村
委办公条件。村委桥梁原为土石
桥，每逢雨季出行不便，特大暴
雨面临垮塌风险，危及村民安
全。为消除隐患，该行为该村援
建了水泥桥。当地村民为感谢沂
源工行的支持，自发在桥头树立
起工商银行援建的标志牌。

金融扶贫 正当其时

沂源支行作为淄博分行涉

农支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解
决农业企业、合作社、种养大
户、农户(果农)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积极支持县域国家、
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带
动农户脱贫致富。今年以来，该
行充分利用上级行普惠金融政
策，以及县政府惠农优惠政策，
将为沂源县具有一定规模和发
展前景的涉农企业、农户解决
融资担保难、融资成本高的难
题，以特色普惠金融产品，支持
县域农业发展，支持农户精准
脱贫。金融扶贫一方面为扶贫
事业注入“造血”因子，一方面
也为自身业务发展拓展了新的
增长空间。

(高强)

工工行行筑筑起起幸幸福福桥桥 贫贫户户奔奔向向小小康康路路
——— 工商银行淄博沂源支行扶贫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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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知知没没采采伐伐证证，，还还怂怂恿恿他他人人伐伐木木
犯罪嫌疑人商某因滥伐林木罪被判刑

本报10月17日讯(记者 胡
泉 通讯员 翟爱云 王东)

为了赚取酬金，一男子在明
知采伐证尚未办理完毕的情况
下，怂恿他人实施非法采伐行
为。日前，商某因滥伐林木罪被
博山区人民法院依法被判处拘
役3个月。

去年年底，博山区石马镇
某村村民商某得知本村李某承
包地内有一宗杨树欲出售，商
某作为中介人联系到收购树木
的张某，三方商定了价格并预

付了定金，商某作为中介人将
得到一定酬金。

随后，村民李某按程序
申请办理采伐证，但在采伐
证还未办理完毕情况下，商
某就通知张某采伐树木。采
伐过程中，商某又发现与李
某树木紧邻的唐某家树木也
已成材，就怂恿其出售，并私
自决定可以与李某共用一个
林木采伐证，最终，共非法采
伐杨树150株，博山公安分局
森林警察大队民警在工作中

发现非法采伐行为后，立即
展开调查取证。通过调查，村
民商某明知林木采伐证尚未
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核发，
为赚取介绍酬金，仍介绍他
人滥伐林木，且数量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

日前，商某被博山区人民法
院依法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3
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同时在指
定林区内补种树木750株，限期恢
复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目前判决
生效。

普法宣传活动 为营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鲁村镇
教体办联合鲁村司法所积极
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
呈的的普法宣传活动。(唐甜甜)

新生亲子活动 为了帮助
新生宝宝们尽快熟悉新环境，
适应和喜欢幼儿园生活，日前，
沂源县振兴路幼儿园精心组织
了小班入园亲子活动。(王玲)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 近日，沂
源县张家坡镇流泉小学邀请县家
庭教育宣讲团成员对全校学生家
长进行家庭教育知识宣讲，在家校
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任晓寒)

重视学生出入校安全 为切实保
障学生的出入校安全，沂源县荆山路
小学与县交警大队联合开展学校安全
助学岗。在上下学的时间县交警大队
及时到岗疏导交通。(杜青青 孙静)

师德师风宣誓活动 为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提升教师师
德水平，近日，沂源县荆山路幼儿
园组织全园教师举行师德师风宣
誓活动。(夏巧凤 刘霞 王法慧)

让家校联系栏“说话” 为加
强家校合作，更好地发挥家校联
系纽带作用，日前，沂源县南麻街
道中心小学开展了让家校联系栏
更好的“说话”’活动。 (徐纪梅)

我为家长做点事 为增强同
学们的劳动意识，锻炼同学们做
家务的能力，近日，沂源县南麻街
道东高庄小学组织全校学生参加

“我为家长做点事”活动。(代元霞)

沂源县实验小学在常规
教学中，特别重视学生习惯
教育、细节教育，重视每名少
年儿童细节成长。把教育细
节、成长细节、生活习惯等细节
记录在案，对学生成长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剖析
应对。 (曹洪花)

沂源县实验小学：

重视细节赏识教育

非遗五音戏

走进高青县中心路小学

近日，淄博市五音戏剧院
和高青县中心路小学联合开展

“传统艺术进校园”活动，为学
校的孩子们送上传统艺术大
餐。活动的开展旨在让学生们
了解和喜欢上五音戏，喜欢上
传统文化，利于对今后五音戏
的传承和发展。 (韩元素)

为加强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让孩子们愉悦的生活成长，近日，高
阳中心小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主题教育活动，深受好评。

召开心理健康教育专题会议，就如何做好活动月系列活动及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讨论，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目
标和任务；召开全体家长会议，就如何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进行指导；接下来，利用每周二下午在各班级由心理健康老师为
家长和学生执教心理健康公开课，就如何做好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进行现场教学并组织相应活动。 (李安刚)

临淄区高阳中心小学：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举行少先队建队仪式 近日，
沂源县河湖中学组织初一新生少
先队建队仪式。分别进行了唱国
歌、唱队歌、宣誓等内容，每个新生
的脸上充满了激情和斗志。(张荣)

近日，花沟学区中心小学认
真开展秋季学生资助宣传工
作。通过上述宣传活动及政策
落实，使学生、家长对国家学
生资助政策有了更深入地了
解，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反响，
为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顺利完
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秋季学生资助宣传

近日，在起凤镇乌河小学的
升旗仪式上，少先队员们屏息凝
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之际
的贺信。贺信中要求，新时代少
先队员要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巩翠苹）

桓台县起凤镇乌河小学：

队员聆听习总书记贺信

为增强教师不忘教育初
心，牢记育人使命的光荣感和
责任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全体教师宣誓活动。该校
希望通过全体教师宣誓的方
式，焕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
神圣使命感，感受师德风范和
传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
业道德追求，严守师德规范和
师德底线。

(罗超 逯晓冉)

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行教师宣誓活动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举行“秋之实”书法展

近日，傅家实验小学举
行了2019年“秋之实”师生书
法展活动。此次活动分硬笔
书法和软笔书法两个类别 ,共
收到全校师生硬笔作品200余
幅，毛笔作品90余幅。内容以
赞美祝福祖国和感受秋天之
美为主，同时鼓励投稿者自
创诗词文赋。作品中能看出
师生 平时坚 持 练 习 写 字 的

“功底”扎实，彰显出该校的
书法特色。 (徐晓华)

本报讯 近日，淄矿集团
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为一名患有
ACTH非依赖性双侧肾上腺大
结节样增生、库欣综合征的患
者，成功实施全麻下行后腹腔
镜下左侧肾上腺肿瘤切除术，
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患者为54岁男性，不明原
因高血压、高血糖长达12余年，

曾花费10余万元医治，但病情
毫无好转，身体状况渐差。7月
下旬，患者在家人陪同下来到
该院泌尿科。医生为患者查体
后建议对患者进行双侧肾上腺
肿瘤切除。8月中旬，该院医生
在全麻下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术后患者身体恢复良好。

(赵一凡 王子锋)

患患者者花花费费1100余余万万元元病病痛痛却却未未减减
淄淄矿矿中中心心医医院院泌泌尿尿外外科科为为其其除除疾疾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落实党
员活动日制度，丰富活动形式和载
体，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心小学
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了“四个自信”
专题教育活动。(刘艳翠 董纪圣)

张店九中：

让节约成为习惯和美德

近日，张店九中开展了主题
为让“节约成为习惯和美德”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该校响应习主
席“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的号召，印发了《张店九中建
设节约型校园倡议书》，并组织全
体师生认真学习，齐心建设勤俭
节约型校园。组织了“勤俭节约培
养美德”签名活动。 (商明珠)

高青县实验小学：

学宪法知识竞赛喜获佳绩

日前,第四届全国学生“学
宪法讲宪法”山东赛区知识竞
赛决赛于曲阜师范大学日照
校区举行。高青县实验小学五
年级四班魏文卿同学代表淄
博市参加比赛，在全省小学组
1 6名选手中获得了第六名的
好成绩。 (李芳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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