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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齐都花园小学党支
部开展了第四季度专题党课
学习活动。本次学习由书记
韩相永带领，全体党员决心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良好的政治生态营造教书育
人的浓厚氛围。 (张娟)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

开展第四季度党课学习

近日，马桥镇北营小学组织
学生分两批进行了皮影观影活
动，同学们分别观看了《动物出
击》和《疯狂熊孩子》。开阔了学生
眼界，善良、感恩、包容、爱护环境
等是世界上美好的品质，将在学
生们心中生根发芽。(张轲鑫)

桓台县北营小学：

开展皮影进校园活动

高青一中：

开展深度教研观摩活动

近日，高青一中成功举行了
深度教研示范观摩活动。学校班
子成员、中层教学干部及高一、
高二各科备课组长参加活动。旨
在，号召老师们在教学中加强研
究，以深度教研的智慧之花深化
学生思想品质的培养。 (周进)

第39个“世界粮食日”之际，
义和完全小学开展节粮爱粮教育
活动。旨在，使“10·16世界粮食
日”真正走进学生心中，让学生懂
得粮食种植不易，教育他们逐步
养成爱粮节粮、勤俭节约的良好
品质。 (郭庆庆)

近日，陈庄中学举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新时代好
老师师德演讲比赛。此次师德
演讲赛激励广大教师掀起学习
师德榜样、争做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的好老师的热潮。 (张磊)

桓台县陈庄中学：

举行争做好老师师德演讲

近日，张店二中舞蹈社的全
体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社团交
流活动。活动中，社团成员们交流
讨论舞蹈技艺方面的经验，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以此来丰富自身
的舞蹈经验，促进社团成员舞蹈
水平的提升。 (范成云 张继丹)

张店二中：

舞蹈社开展社团交流活动

桓台县起凤小学：

开展交通安全专题教育

为提高学生的交通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学生交
通安全养成，促进学生文明交通
意识提高，形成关爱生命、文明
出行的良好氛围，近日，起凤小
学开展了“平安行你我他”交通
安全专题教育系列活动。(田文静)

教师师德培训 近日，沂源县鲁
村镇中心幼儿园举办鲁村镇幼儿教
师师德专题讲座，听取了北京市王博
士“幼儿园心理学视角解读师德师风
建设”专家报告会。(唐菁怿 齐爱山)

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为提高
广大党员教师的党性修养和宗旨
意识，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流泉
完全小学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赴
朱彦夫纪念馆参观学习。(宋尚建)

资助宣传活动 日前，沂源
县振兴路小学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学生资助宣传教育活动。发放

《致全市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并
召开主题班队会。 (黄晓艳)

举行心理健康讲座 为进一步普
及和推广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克
服心理疾患，打造阳光健康心理。日
前，沂源三中邀请县第二人民医院医
生到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 (江秀德)

走进田野探金秋 为让孩子
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体验集体活
动的乐趣。近日，沂源县悦庄镇龙山
幼儿园老师带领大班孩子们进行
了“走进田野探金秋”活动。(耿文英)

消防实操演练活动 为提升
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近日，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开展以“知消
防、学消防、讲消防”为主题的培训
及实操演练系列活动。 (黄晓艳)

阳光体育活动 为进一步落
实“阳光体育”精神，增强学生体
质，新学期开始，沂源县中庄镇中
心小学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
样的大课间活动。(张芳 孙宵晓)

创意特色教育 为培养孩
子们的绘画技能，促进幼儿的
个性发展，近日，沂源县鲁山路
幼儿园开展了“创意美术”特色
教育成果展示活动。 (张宗叶)

近日，黑旺中心学校召开八
届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中心校
班子成员、各校校长、教师代表48
人参会。会上，中心校主要负责同
志做了学校工作报告。教代会充
分发挥了教职工的积极性，推动
了学校民主管理进程。 (赵鹏)

淄川区黑旺中心学校：

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

与国旗合个影活动 为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爱国意识，守法意
识，近日，沂源县河湖中学开展了
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并进一步
向学生讲解国旗的含义。(王书奇)

高青县田镇学区义和完全小学：

开展节粮爱粮教育活动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10月29日，淄博市教育局
公布了关于淄博市违规推荐教
辅材料、社会性事务进校园的监
督举报电话、邮箱。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有关要
求，淄博教育部门此次公布监
督方式让全民参与，目的就是
重拳出击教辅材料管理使用中
的各种乱象，在保护学生合法
权益的同时，让广大教师能依
法执教、廉洁从教。市民在生活
中，如果发现学校随意扩大省
定教辅材料目录，违背“一科一

辅”原则推荐选用目录之外教
辅材料;或是学校向家长推销
或者变相推销玩教具、图书等；
或是学校以开展教学改革、专
题教育或校本课程等名义强制
学生购买任何图书、读本、各种

“教材”;或是教师强制学生购
买任何教辅材料；或是教师通
过课堂讲授、布置作业、安排考
试等方式或通过家长委员会变
相强制学生购买省定目录外的
教辅材料；或是教师向学生推
销教辅材料，引导、诱导、暗示
学生到指定的书店购买教辅材

料等行为，都可以通过公布的
电话、邮箱向相关责任单位进
行举报。

同时，淄博教育部门还将严
格限制其他与教育教学无关的
活动进校园，除正常宣传教育类
活动外，外部门、单位进入中小
学校开展的、或组织中小学生参
加的非教育教学类活动须经教
育行政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进
行。对未经审批,允许外部门、单
位进入中小学校举办非教育教
学活动的,予以严肃查处。市民
发现也可进行举报。

违违规规让让学学生生买买教教材材，，发发现现可可举举报报
监督电话邮箱已公布，同时，未经审批的社会性事务也禁进校园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10月29日，张店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结合“市区融合”工作
部署，在前期约谈两家单车运营
商整改乱停放效果不明显的前
提下，联合市局及各镇办开展共
享单车专项治理行动。

29日上午，记者跟随张店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首先来到山东
理工大学西校区北门外的共享
单车集中停放点，记者看到，现

场大量共享单车停放的横七竖
八，很多单车甚至停放在了慢行
道上，极大的阻碍了市民的出
行，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
人员现场将违规停放车辆进行
了集中托运，随后记者又跟随工
作人员来到万象汇附近清理违
规停放单车，仅29日一天，共清
运110余辆单车(含新投放无备
案新型电动车)。

“由于前期约谈了两家单车

运营商整改乱停放效果不明显，
所以开展了此次行动。主要针对
不在规定范围内停车、占用行车
道、私自投放等行为进行整治。”
淄博市城管局四级调研员迟庆
峰介绍，通过证据保全部分大面
积违规停放的的共享单车，责令
单车投放公司及时跟进后续管
理，杜绝出现堵塞人行道、慢车道
以及不在规定区域内有序投放
等问题。

张店区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治理行动

一一天天清清运运乱乱停停乱乱放放单单车车111100余余辆辆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胡泉) 10月29日，记者从淄
博市纪委监委获悉，近日，高
青县纪委监委对高青县田镇
街道官庄居委会党支部委员、
居委会委员吕玉，居委会党支
部副书记、居委会委员张新
友，居委会党支部原副书记张
明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吕玉利用职务便利
侵占、挪用集体资金，涉嫌职
务侵占犯罪、挪用资金犯罪；
张新友、张明霞利用职务便利
侵占集体资金，涉嫌职务侵占
犯罪。

目前，吕玉、张新友、张明
霞已被开除党籍处分。依据有
关规定，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挪用集体资金，涉嫌职务侵占犯罪

一一居居委委会会33名名干干部部被被开开除除党党籍籍

淄博市教育局 0533-3183976 zbjyjjcjyk@zb.shandong.cn

张店区教体局 0533-2869980 zdjyjjjk@163 .com

淄川区教体局 0533-5130281 p5130281@126 .com

博山区教体局 0533-4297712 4297712@163 .com

周村区教体局 0533-7875109 jjk7875112@163 .com

临淄区教体局 0533-7866525 lzjjk7866525@163 .com

桓台县教体局 0533-8264171 htxpjk@163 .com

高青县教体局 0533-6973642 gq3642@126 .com

沂源县教体局 0533-3242802 yypjk@163 .com

高新区地事局 0533-2341733 zbgxqjyzx@zb.shandong.cn

经开区地事局 0533-7013996 zbjkqjjk@163 .com

文昌湖区地事局 0533-6030107 wchjcjy@126 .com

近日，马桥实验小学开展电
影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分别集中
观看了《动物出击》和《疯狂熊孩
子》两部影片，此次活动的开展，
使同学们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
加深了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理解。 (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开展电影进校园活动

主题教育测试活动 为把主题
教育活动推向深入、落到实处，近
日，沂源县沂河源学校党总支组织
全体党员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测试活动。 (娄树鹏)

为进一步规范学生的行为
习惯，巩固学校行为规范养成教
育成果，近日，杏园小学召开了

“行为规范点滴做起”主题班会。
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图片，更直观
地感受规范的重要性。教育学生
及时改正不良习惯。 (王甜)

张店区杏园小学：

召开行为规范主题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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