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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世界无人机大会在菏泽举办
本次大会以“智汇菏泽·科创牡丹”为主题

本报菏泽9月21日讯(记者 周
千清 通讯员 郜玉华 蒋硕)
9月21日上午，2020第四届世界无
人机大会·菏泽分会暨秋季招商洽
谈会在菏泽市牡丹区会盟台成功
举行，展示菏泽无人机“智”造发
展，促进菏泽智能科技产业聚集。

本次大会以“智汇菏泽·科创
牡丹”为主题，组织国内外行业专
家和国内无人机知名企业共聚菏
泽牡丹区，研讨无人机发展创新趋
势及拓展应用。该大会由中国电子
信息行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无人
机应用与管控研究中心、菏泽市人
民政府、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主
办，牡丹区人民政府、江苏华英企
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华英智
能无人科技产业园承办。

菏泽市人民政府与江苏华英
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将招引更多以无人机为
代表的智能制造企业，推动无人机
行业在菏泽的科技引领、融合创
新，进一步加快全市新旧动能转换

步伐，补齐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链，
推动全市智能制造产业做大做强，
擦亮菏泽智能制造产业品牌。

据了解，华英智能无人科技产
业园，位于牡丹区胡集工业园，园
区总投资30亿元、总体规划3000
亩。园区充分利用以菏泽为中心的

“鲁西南经济生态圈”的区域优势，
致力于智能无人科技的产业集聚、
规模效应、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应

用落地等服务，着力打造国内最大
的智能无人科技产业集聚基地，积
极探索智能无人科技产业园区的

“产业+”、“科技+”、“金融+”的创新
运营管理模式。

同时，大会期间还举行了彩虹
鹰无人系统研究院菏泽分院揭牌
仪式、合作项目签约、无人机发展
及应用主题论坛、现场招商对接、
成果展示、飞行表演等多种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于民星

保姆、月嫂、保洁、搬家，家政
服务已进入千家万户，乱象频发
的行业，怎样才能找到放心家政？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商务厅获悉，
由国家商务部推出的家政服务信
用信息平台在山东正式进入推广
期。下载“家政信用查”手机App，
即可“一键查询”家政人员信用记
录、从业经验、健康状况，实现知
情消费、放心消费。

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持
续快速发展，家政行业从业人员
超过3000万，但信用缺失问题较
为突出。家政服务员隐瞒真实信
息、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甚至
偷盗雇主钱财、伤害老幼病残等
新闻频频曝出。为加快推进家政
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今年7月，
商务部正式启用家政服务信用信
息平台，推出“家政信用查”消费
者端和服务员端2个手机应用程
序App。

“平台最大的亮点，是建立了
家政服务员信用记录和家政服务

企业信用记录。服务员信用记录
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等个人身份
信息，犯罪背景核查结果即五年
内是否涉及盗窃、虐待、故意伤
害、强奸、放火等案件，是否为重
症精神病人等，以及从业经历、培
训情况等信息，还正在逐步加入
健康、保险等信息。”山东省商务
厅副厅长王洪平说。

王洪平介绍，目前山东已注
册登记重点家政企业380余家，录
入家政服务员人数超过18万人，
占全部家政服务人员41 . 8%，家
政服务员已通过授权人数达到6
万5千人。

其中，菏泽市已注册登记重
点家政企业17家(以授权人数超
过10人为统计标准)，家政服务员
已通过识别授权人数5148人。“目
前各市正在大力推动家政企业和
家政服务员信息录入和授权，在
信用平台上建立完整信用记录的
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员数量会不
断增加，欢迎大家下载使用。”
王洪平说。

消费者可搜索下载“家政信
用查”手机App，免费安装使用，

在选择家政服务员或家政服务员
上门服务时查看服务员信用记
录。另外，“家政服务员信用信息
查询”功能已上线国务院客户端
小程序、微信支付和百度平台，还
准备上线支付宝平台。
附：

“家政信用查”手机APP下载二维码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家政服务
员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二维码

下载家政信用查，放心服务来扫它

商务部推出“家政信用查”App

菏泽市“家政信用查”登记重点家政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方式

1 山东骏伯家政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8454026999

2 菏泽知馨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0530-6688666

3 菏泽市天使护政服务有限公司 18705306357

4 巨野县阳光大姐家政服务中心 18253098963

5 曹县阳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0530-3260602

6 成武县馨贝蕾职业培训学校 18761191999

7 麟兴职业培训学校 18366011998

8 菏泽巾帼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0530-5857111

9 定陶县知馨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0530-2677687

10 郓城阳光大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5550143988

11 巨野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5965695911

12 东明爱君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18653012299

13 鄄城县昕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3561381006

14 巨野县康来利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13853083199

15 菏泽嘉安母婴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13561355495

16 巨野红墙安康母婴护理中心(职业培训学 13793037566

17 巨野县新利贞家政服务部 18905305606

小学教育处于基础教育基石
的地位，决定了小学课堂教学不
仅要让学生掌握如识，更应关注
学生内在的情感，帮助学生在汲
取识的过程中获得快乐的体验、
成功的信心和再探索的欲望。基
于这点，我努力探索着一条“快乐
数学”的教学模式。

以营造富有童趣的课堂氛
围，让学生快乐地走近数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兴
趣是一种力求认识世界、渴望获得
文化科学知识的意识倾向，能推动
人们去寻求知识，钻研问题，开阔
眼界，它也是一个人走向成才之路
的一种高效能的催化剂。可以说学
习兴趣是学习活动的重要动力，根
据小学生的年龄及身心特点营造

并维系一个富有童趣的教学情境，
燃起学生的热情，吸引学生的有意
注意，使学生产生“想学”的情感需
要。例如：教学“分一分”时，我课前
在教室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硕大的
桃树图和几个小猴子，桃树上面粘
贴了许多的桃子，并引入了一个
可爱的小猴子“花花”的形象贯穿
始终，创设了“帮小猴花花解决难
题”、“小猴们一起分桃子”和“闯
三关”等情境，学生们热情高涨，
纷纷献智，从而每个学生都积极
主动地参与在学习活动中。在思
维的交流中，点燃了创新的火花，
开启了潜在的智慧，感受到了成
功的快乐。

探究式与接受式相结合
探究式学习是新课程提出的

新理念随着课改的不断深人，探
究式学习已成为学生学习数学的
重要方式。为此，新教材为教学留
下了广阔的探究空间，整个教材
贯穿着“导学不包办，引探不封
闭，重结论更重过程”的原则，问
题让学生提出，疑难让学生解答，
结果让学生归纳，这就为学生的
学习留出了想象、验证、探究、讨
论的空间。

新课标倡导探究式学习，但
并没有否定接受式学习，现代教
育应该是探究式学习与接受式学
习紧密结合的，我们在倡导探究
式学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有意
义的接受式学习。在教学中根据
教学内容和学生基础，灵活运用
两种学习方式。

关注学习过程，让学生品尝
成功

积极关注学生参与学习的程
度是教学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
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应该是失败
的。教师在关注学生的同时，要积
极创设机会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快
感。

小学的学生对什么都好奇，
教师要抓住该年级段的学生心理
特点，组织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
运用多种手段呈现学习内容。同
时，通过老师的合理启发引导，让
学生经过自己的积极探究，从而
找到规律，发现问题，理解新知，
突发奇想解决难题。

学以致用，促进学生有特色
的发展

安排实践活动，使学生体验
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注
重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是当前数学课程改革的要点之
一。积极主动的活动是儿童获取
知识、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第六
单元和第九单元之后安排的实践
活动：“数学乐园”、“我们的校园”
就是很好的形式。图片生动，切合
学生的生活实际。

总之，小学数学课采用符合
学生心理特点的教学法，可以最
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主
观能动性，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
气氛中学到新知识和技能，使新
课标下课堂教学实现自主化，合
作化和探究的良好的乐学互动模
式。

浅谈如何构建农村小学数学快乐课堂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贾庄小学 宋春叶

牡丹区二十二中附属小学
举行家庭教育讲座

本报菏泽9月21日讯(记
者 李德领 通讯员 李
坤) 为了更好地引导家长
形成科学的育儿观，为家长
解决“幼小衔接”中出现的
一些问题，9月19日至20日，
牡 丹 区 二 十 二 中 附 属 小
学—牡丹区第三实验小学
和牡丹区杏坛小学邀请全
国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辰，为
500余名家长做了精彩的家
庭教育讲座。

讲座上，金辰以《影响孩
子成长的外在因素——— 原生
家庭》为题，从“如何帮助孩
子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如何
做到‘因材施教’”等方面给

予家长们具体指导，用生动
形象的语言和实例帮助家长
分析、更新、端正、树立好正
确的幼小衔接观念，告诫家
长们如何让孩子对学校产生
向往和期待，如何消除孩子
对上学的恐惧，如何引导孩
子对学习产生兴趣。讲解过
程中金辰还与家长们热情地
交流互动，现场气氛活跃，引
起了家长们的热烈掌声，使
家长们受益匪浅。

家长们纷纷表示，通过
这次讲座认识到了一年级幼
小衔接的重要意义，以后要
多陪伴、鼓励孩子，全力配合
学校和老师的工作，共同努
力把孩子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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