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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初初中中毕毕业业年年级级开开学学时时间间定定了了
5月9日开学，各学校有序组织毕业年级学生返校

本报菏泽4月30日讯(记
者 李德领) 根据省委新
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部)安排，经菏泽市
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领导小
组(指挥部)研究同意，菏泽

市初中毕业年级定于5月9日
正式开学。

各初中学校要按照有
关要求，错时错峰有序组
织 毕 业 年 级 学 生 开 学 返
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德领

为了保障菏泽广大人民群
众以及市外游客来菏度过一个
安全温馨的五一假期，巩固菏
泽来之不易的新冠疫情防控的
初步成果，4月30日，菏泽召开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假日旅游
新闻发布会，介绍统筹做好“五
一”假期疫情防控和假日旅游
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景区只开放室外场所

室内场所暂不开放

目前，菏泽市共有7家景区
开放运营，分别是曹州牡丹园、
郓城水浒好汉城、鄄城孙膑旅
游城、单县浮龙湖景区4家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以及中国牡丹
园、东明黄河森林公园、巨野金
山旅游区3家A级景区，包括宋
江湖、仿山景区等在内的多家
A级旅游景区正申请开放，菏
泽市文旅局将严格把握开放标
准，争取在假期期间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提供更多游览选择。

为做好疫情防控，菏泽开
放的A级景区只开放室外场
所，全部室内场所暂不开放。景
区内和景区周边也加强管理，
禁止在景区内或景区周边区域
举办聚集性强的活动，严防人
员扎堆聚集。开放的景区全部
实行预约制，有出行意愿的群
众和游客，需要提前通过网络、
电话等形式做好门票预约。

各景区门票实行分时段预
约制度，每天各景区售票渠道
出售门票的总数将不超过核定
最大承载量的30%，已经开放
的景区将严格执行按照防疫要
求实施客流量控制，一旦景区
瞬时客流量超过核定最大承载
量的25%，景区将启动预警机
制，延缓部分游客入园。为更科
学有效地应对疫情，包括旅游
景区在内的接待场所将严格推
行健康通行码查验制度，一人
一码，亮码通行。因此，广大市
民和游客在出行前，一定要先
申请好电子健康通行码，以免

出游时出现不便利的情况。
目前，市文化和旅游局正

在积极筹备第四届菏泽市文化
和旅游惠民消费季，本届惠民
消费季紧密围绕“吃住行游购
娱”等旅游要素，整合全市文化
旅游资源，推出一批特色旅游
活动，策划了开展“乐游菏泽、
乐赏菏泽、乐购菏泽、乐享菏
泽”四大板块活动。同时，“五
一”假期正逢第29届菏泽国际
牡丹文化旅游节期间，牡丹的
晚期品种正在开放，部分牡丹
文化旅游节的活动仍在举行，
诚邀大家积极参与。

日前，市文化和旅游局分
赴各县区对公共文化场馆、文
博单位、A级旅游景区、星级酒
店、旅行社等文化和旅游场所
单位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有序
复工复产、防疫消毒、落实实名
登记、体温测量、游客管理情
况；消防、防汛、游乐设施等方
面的安全措施、隐患排查及各
类应急预案情况等。考虑到今
年“五一”假期的特殊性，根据

有关要求，将严查旅行社组织
跨省和出境旅游及经营“机票
+酒店”旅游产品的行为，严格
督导星级饭店旅客信息登记情
况和健康宣传情况，为广大游
客营造一个安心、舒心、放心的
旅游环境。

合理规划旅游线路

尽量避开热门旅游景区

今年，结合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菏泽于4月10日至5月10
日，组织“牡丹花开”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活动，全市170余家文
明单位志愿服务队和20余家社
会志愿服务组织踊跃参与，在
曹州牡丹园、天香公园等景区
景点、公园广场和主要交通路
口，开展宣传文明旅游知识、倡
导安全文明出行等志愿服务，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密切关注各地最新疫情防
控政策，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
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旅游景区
或出行高峰时段。出行中做好

个人防护，减少人员密集场所
的出入，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措
施，配合检测体温、扫码等要
求，按照旅游场所分时、分段、
分流、限流等防控要求做到有
序游览。

维护环境卫生，遵守公共
秩序，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公共
设施，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不随
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不践踏
草坪，不聚集扎堆，不在禁烟场
所吸烟，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
谈。就餐时保持安全间距，积极
践行“公筷公勺”“光盘行动”。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不到
不具备开放条件的景区游玩，
不到景区划定的游览路线以外
游玩，不进入景区“禁止入内”
的危险区域，不参加超出自身
健康状况允许的游玩项目。自
驾旅游时，杜绝酒驾和疲劳驾
驶，控制车速，注意礼让。

外出加强个人防护

别忘准备“新三宝”

菏泽市疾控中心专家提
醒，市民尽量减少出省旅游或
走亲探友，目前阶段旅行社跨
省跨境旅游暂不恢复，自己出
游的话，一旦去到中高风险地
区，健康码就会变成黄码，甚至
红码，回来以后就必须隔离14
天。学生家长尽可能不带孩子
外出或到人聚集的地方去游
玩。

外出准备“新三宝”，即口
罩、手消毒液或者消毒湿巾，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提
前申请好健康通行码。如果准
备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住宾馆、饭店就餐、出入景点
都需要查验健康通行码，市民
在家提前申请好了，查验的时
候一亮码就可以，如果到了现
场再去申请，会浪费时间，万
一网络不行的话，还可能会耽
误行程。

外出期间加强个人防护，
出入人口密集场所和密闭空
间，如超市、火车站等，要牢记

“规范戴口罩、勤洗手”。入住宾
馆时，开门窗通风至少20分钟，
宾馆水杯用开水消毒以后再
用；尽量不使用宾馆室内健身
设施，提倡室外运动。景区就餐
时，推荐自助就餐，尽量缩短就
餐时间。外出或景区购物时，要
选择消毒规范的购物场所，牢
记人员交往“一米线”安全距
离，遇到有咳嗽、体温检测异常
人员，尽量避免接触。如出现体
温异常，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一定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到
就近的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规
范就诊。

出入交通站、景区、宾馆
等场所，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
信息登记、体温检测等和健康
通行码查验等工作，特别打算
外出或计划来菏时，应提前熟
悉并将当地的健康码转为山
东省健康通行码。减少室内聚
集，三五亲朋可以小聚，尽量
不要组织或参加大聚餐、大聚
会，的确推不掉的活动，需要
提前了解参加人员的健康状
况和近期外出史，避免陌生人
参与。

菏菏泽泽开开放放景景区区全全部部实实行行预预约约制制
菏泽召开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假日旅游新闻发布会

线线上上教教学学获获学学生生和和家家长长好好评评
线上教育教学实施状况如何，菏泽市教科院开展专题调研

本报菏泽4月30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步翠岭

秦廷亭) 疫情期间，菏泽市各
级教研部门、各中小学校开展
线上教育教学活动。为了解疫
情期间线上教育教学实施状
况，查摆分析线上教学存在的
问题，探索信息化时代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混合式教研新
样态，近日，菏泽市教科院在全
市开展了专题调研。

据悉，本次调研主要围绕
疫情期间线上教育教学、网络
教研的实施状况、经验做法、存
在的困难问题和建议，以及高
三复学以来学科复习备考计
划、线上线下教学衔接措施、课
时安排、教师工作量、师资调整
情况、学生学习状态等内容展
开。

调研显示，菏泽市各级教
研部门深入服务指导，各中小
学校从课程安排、视频录制、作

业布置、线上检测、心理疏导、
家校共育等方面积极开展行
动，老师们化身“网络主播”在
各类教学平台展开线上教学，
充分利用语音+文字、钉钉直
播、资源推送+解说答疑等多
种形式对学生的学习开展线上
指导、激励、纠偏。学生和家长
对线上教学中老师的工作态
度、教学能力、线上教学资源和
质量的满意度均比较高。

同时，各年级各学科的网
络教研也顺利开展，研讨规划
学生居家学习的教学安排，筛
选制作最适宜的课程资源，设
计学生学习任务单等。据市教
科院院长秦清春介绍，除初中
语文、初中道德与法治、小学语
文等学科已经开展全市网络教
研外，今后，全市各学段、学科
在传统教研的基础上，将持续
地推进常态化线上教研，孕育
未来教育诸多创新可能。

菏泽市高三在4月15日开
学后的复习备考也在紧张有
序的推进。大部分高中学校高
三备考规划确定为学情诊断、
二轮收尾、专题补漏、综合模
拟和知识回扣等4个阶段，既
引导学生做好从“居家”到“在
校”模式的转换，摸排学生线
上学习效果，筛查知识漏洞和
能力短板；又对学生知识漏洞
进行弥补，对重点、难点进行
深化拓展，提升学生备考信心
和能力。

调研发现，目前的网课以
线上线下结合为主要形式，教
学方式基本上是复制线下教
学，对教师挑战大，教师与家长
对学生在互动充分性上的认识
存在一定落差。接下来，还应在
优质课程资源整合、学生线上
学习的状态和效果、家校共育
等方面加强研究，进一步优化
基于数据的学科线上教研。

菏菏泽泽暂暂停停办办理理
各各类类市市场场主主体体登登记记注注册册等等业业务务工工作作

本报菏泽4月30日讯(记
者 周千清) 4月27日，菏
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关于上云割接期间暂停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等业务的通
告》，暂停办理各类市场主体
的登记注册、年报、即时信息
公示等业务工作。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和省
大数据局的统一要求，省市
场监管局拟于2020年4月30
日(星期四)18:00至5月5日(星

期二)24:00，对部署在互联网
的山东省企业开办/注销一
窗通服务平台、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山
东省市场监管全程电子化
APP、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及
部署在政务外网的山东省市
场监管局综合业务系统进行
停机，向省政务服务云平台
迁移。暂停办理各类市场主
体的登记注册、年报、即时信
息公示等业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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