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淄区高阳小学：

召开扶贫资助工作会

为深入推进教育扶贫工作，
加大精准扶贫宣传力度，全面实
现脱贫攻坚目标，更好的将国家
的资助惠民政策宣传、落实到位，
近日，朱台镇高阳小学召开扶贫
资助工作会。要求按期完成学生
补助资金的认定、发放和数据录
入工作。 (张旭)

本学期，潘南小学北校区以
“农民画”为切入点，将传统文化
与美育结合，从优秀传统文化中
寻找审美因素，将其融入教育之
中。以审美教育为学校发展特
色，探索以中华美学为精神指引
的育人实践。 （李娜）

张店区潘南小学北校区：

开展传统文化与美育教育

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近日，
悦庄镇儒林集幼儿园开展了“珍
爱生命 预防冬季一氧化碳中
毒”专题教育活动。让幼儿了解了
一氧化碳中毒的基本知识，增强
了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朱秀芸)

沂源县儒林集幼儿园：

开展珍爱生命安全教育

为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教育骨
干，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助推学校教育事
业的稳步发展，日前，南麻街道办
事处东高庄小学打造多种平台培
训骨干教师。 （刘燕青）

沂源县东高庄小学：

打造平台培训骨干教师

近日，沂源四中举行英语
书写大赛，旨在端正学生书写
态度 ,提高英语书写水平 ,促进
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比赛通
知下发后 ,同学们认真准备 ,积
极参赛 ,评委老师对参赛作品认
真审阅 ,最终评选出了大家满意
的作品。 （刘士春）

沂源四中：

举行英语书写大赛

为提高全园师生及家长安
全防范意识，避免一氧化碳中
毒事故的发生，日前，悦庄镇赵
庄幼儿园开展了“防一氧化碳
中毒”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发放
明白纸；开展教职工培训学习；
观看一氧化碳中毒相关的视
频。 (郗目玲)

沂源县赵庄幼儿园：

开展防一氧化碳中毒教育

沂源县南麻西台幼儿园：

开展消防演练活动

为提高师生防火逃生自救能
力，在发生火灾时能有序、迅速的
安全疏散，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和提高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
力，近日，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开
展了消防演练活动。 （周娜）

沂源县沂河幼儿园：

开展青年教师课堂展示

为激发青年教师创新性，不
断提高课堂教学实效，近日，悦
庄镇沂河幼儿园开展了青年教
师课堂教学创新活动。活动中教
师精心准备材料，巧妙设计教学
过程，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和手
段，灵活创设教学情景。（张欣）

为增强幼儿运动力和身体抵
抗力，近日，悦庄镇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冬季户外运动。各
班利用故事、儿歌等形式向幼儿宣
传冬季锻炼的重要性，让幼儿知道
锻炼可以抵抗疾病，提高身体免疫
力。 (陈长艳)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冬季户外运动

近期，悦庄镇东赵庄完小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调查问
卷、讲座、主题队会、个别谈话等形
式，排查问题学生，进行自信、有效
沟通、阳光生活等方面的教育。目
的，让学生拥有健康的心态，积极
面对学习和生活。 （沈花玉）

沂源县东赵庄完小：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沂源县东赵庄完小：

开展劳动最光荣教育活动

日前，悦庄镇东赵庄完小利用
当地农户种植暖棚韭菜的优势，开
展劳动最光荣教育活动。通过家校
合作，让学生参与韭菜的种植，让
学生体验劳动的过程和艰辛，体会
父母长辈的不易。增强了学生的劳
动意识和责任意识。 （沈花玉）

沂源县河湖中学：

举行英语口语比赛

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搭建更广
阔的英语交流平台，近日，河湖
中学举办了英语口语大赛，本次
比赛关注学生成绩的同时更关
注每一位学生的能力，突显了该
校双语教学的特色。 (冯义安)

为更好的传承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帮助幼儿树立勤俭节
约良好习惯，近日，东里镇龙王
峪幼儿园开展了“勤俭节约 反
对浪费”教育活动。通过背儿歌、
讲故事、观看视频帮助幼儿树立
勤俭节约的意识。 （陈德启）

沂源县龙王峪幼儿园：

开展勤俭节约活动

为增进家校沟通，使家校共
育更加科学、规范，近日，河湖中
学召开了2020学年家长委员会代
表大会。并组织家长代表进行了
推门听课、校园参观以及陪餐活
动，让家长进一步了解学校的教
育教学工作。 (蒋永成)

沂源县河湖中学：

召开家长代表大会

为有效预防校园欺凌事件
发生，加强学生的法制教育，保
障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行，打
造和谐、平安的校园，近日，振兴
路小学开展了“校园防欺凌”知
识学习活动。同时让学生学会自
我保护。 (任振华)

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开展校园防欺凌活动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园：

开展技能讲课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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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幼师课堂教学水
平，近日，南麻街道中心幼儿园
开展了“展技能、获成长”的教
师讲课比赛活动。教师们将教
学设计、课堂组织、课后反思融
为一体，从多方面来锻炼老师
们的课堂教学基本功。

(齐芳)

为提高学校师生交通安全意
识、交通安全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中庄镇中心小学举行交通安全征
文绘画活动。共收到交通安全征文
30余篇，绘画20余幅，真实再现交
通违法的严重危害，教育师生预防
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刘琴)

沂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

开展交通安全征文活动

临淄区康平小学：

开展教职工健步走活动

为提高广大教职工健身意识，
传递健康生活理念，维护广大教职
工的身心健康，近日，康平小学在
太公湖畔组织了教职工健步走活
动。活动旨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
的生活方式。 (郭林泰)

淄博16条“新政”加快企业跨越发展，培育壮大龙头骨干企业

首次获评独角兽企业奖励1000万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为促进优势企业崛起，培育
壮大龙头骨干企业，全力保障淄
博市企业跨越发展计划和“旗舰”

“雏鹰”培育工程顺利实施，16日，
淄博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企业
跨越发展的若干政策》，推出16条

“新政”，即日起实施至2025年12
月31日。

首次获评独角兽企业

扶持1000万元

“新政”鼓励企业进阶升级，
对于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
元、500亿元、300亿元、200亿元、
100亿元、50亿元的企业，分别奖
励企业500万元、300万元、200万
元、1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

对主营业务收入、地方财政
贡献两项指标年增幅均超过10%
的跨越发展计划企业，按照地方
财政贡献超过10%部分的50%予
以等额奖励。对连续三年主要经
济指标增幅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10个百分点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按照第三年度税收地方
留成(市级)超过企业上年增长部
分的50%予以等额奖励，最高不
超过200万元。

首次获得国家权威机构榜单
或省、市认定的市内准独角兽企
业、独角兽企业，分别给予500万

元、1000万元资金扶持，并在企业
投融资、用地用房等方面给予重
点支持；对于首次获市级认定的
瞪羚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对于
龙头企业孵化培育出国家、省、市
认定的瞪羚企业、哪吒企业、准独
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分别给予
龙头企业20万到300万元不等的
奖励。对于新引入的哪吒企业、准
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在淄博
市设立总部或区域总部的，“一事
一议”给予专项支持。

鼓励企业上市融资

最高奖励1000万元

淄博市企业在沪、深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市财政给予总额
1000万元的奖励。企业通过并购
重组形式在沪深交易所实现上
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变更至
淄博市且在全市纳税5 0%以上
的，市财政给予一次性补助1000
万元；对促进淄博市企业通过并
购借壳方式上市的第三方专业机
构，市财政给予一次性总额50万
元奖励。上市公司实现再融资新
上项目，融资额70%以上投资于
淄博市境内的，按实际融资额的
2‰给予补助，每家企业同一年度
内补助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支
持优质企业来淄博市并购重组。

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
选择淄博市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并

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根据并购主
体类别，分别按照并购重组投资
额的2‰、1‰给予补助，最高不超
过1000万元、500万元，并购重组
后3年内开工建设的项目享受招
商引资项目同等优惠政策。

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
选择淄博市企业进行并购重组并
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根据并购主
体类别，分别按照并购重组投资
额的2‰、1‰给予补助，最高不超
过1000万元、500万元，并购重组
后3年内开工建设的项目享受招
商引资项目同等优惠政策。

支持企业研发

最高补助1000万元

对年销售收入2亿元以上且
当年研发投入占当年销售收入
3%(含 )以上的；对年销售收入2
亿元 (含 )以下且当年度研发投
入占当年销售收入5%(含 )以上
的企业，按其当年享受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费用总额的1 0%补
助；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1000
万元，不足1万元的企业按1万元
补助。

实施制造精品战略，大力提
升产品质量和品质标准。对新列
入国家质量标杆和省质量标杆的
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
奖励；对列入国家工业品牌培育
示范和省百年品牌的企业，分别
给予100万元、50万元奖励。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开展宪法周学习宣传活动

为有效的引导广大教师学
习宪法、了解宪法、遵守宪法，日
前，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组
织开展了宪法周学习宣传系列
活动。营造良好的宣传学习活动
氛围；邀请法治校长进校进行宪
法学习专题讲座；组织教师开展
宣誓仪式。 (黄芹 翟英明)

桓台县鱼龙中学小学部：

召开家长会

为促进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
长的交流，更好的形成家校教育合
力，真正达到家校携手共育的目
的，近日，鱼龙中学小学部召开了
家长会。疫情防控期间，按照防疫
流程，让家长进入校园。（巩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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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淄公安分局：

开展禁毒宣传

守护临淄净土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禁毒
意识，提升识毒、拒毒、防毒
能力，近日，淄博市公安局临
淄分局组织民警开展禁毒宣
传“上街头”活动。

活动中，民警通过悬挂
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
册等方式，向群众宣传禁毒
知识，讲解毒品对个人、对家
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群众
支持禁毒工作，参与禁毒斗
争，共同守护临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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