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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临淄区教体局将突出
抓住质量、资源、改革、治理等关键
要素，加压奋进，狠抓落实，全力推
进教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突出质量第一，培育名优教
师，发展素质教育。一是提高教师
培育质量。用好省市教师职称新政
以及临淄教师职称利好政策，推进
校长职级制改革，提升名师名校长

“三航工程”辐射能力，最大程度激
发队伍活力，尽快形成“教育齐军
人才群体”。二是提高学生培养质
量。加强备课、上课、作业批改、辅
导、检测等教学常规管理，出台规
范学生作业和考试管理的具体办
法，深化教材、课堂、学生以及新高

考特点、命题方向等方面的研究，
强化“新基础教育”试验引领，优化
教学工作督导评价细则，加大教育
质量奖励力度，系统构建教育质量
提升的工作体系和格局。同时，深
入推进德育“一校一案”，实施“十
二年读书工程”提升工程，完善艺
体科技项目化管理，大力开展劳动
教育，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突出优质均衡，扩大城区增
量，优化农村存量。一是扩大城区
增量。进一步完善并落实《临淄区
中小学幼儿园布局规划》，启动
源小学建设，完成齐陵一中、现代
双语学校改扩建，建成投用6所城
乡幼儿园，加快推进3所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建设，年内新增公办幼
儿学位1980个，不断扩增城区优质

教育资源。二是优化农村存量。实
施强镇筑基工程，建设城乡义务教
育共同体，创建一批乡村温馨校
园，加快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突出改革赋能，抬高普高龙
头，建设职教高地。一是集中力量
抬龙头。开展高中节假日教学资源
开放“探班”调研，聚力破解制约中
高考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加大教
育教学资源开放力度，着力提升普
通高中教育质量，争取在尖子生培
养、高考成绩提升上实现更大突
破，满足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的需求。二是完善体系建高地。深
入推进职业教育创新高地建设，积
极申办五年制高职教育，增加“3+
2”“3+4”对口贯通分段培养专业数
量和招生，支持淄博市工业学校创
建山东省示范性中职学校。

突出现代化治理，建设智慧校

园，深化督导改革。一是以信息化
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加快推进
教育信息化2 . 0行动计划，完成578
个教室交互式教学设备更新升
级，推进首批4所智慧校园建设，
打造一批创客空间示范校。研发
民办教育机构管理服务平台，集
教学、管理、资金监管、审批准入、
课程商城、投诉与处理等功能于
一体，实现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
的“云监管”与“云服务”。二是以
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治理现代
化。落实中央、省市深化新时代教
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深化“一校一案”督导改革，完
善“基础指标达标评价、自主发展
定性+定量评价”模式，建立自主
发展星级评价制度，促进学校自
主发展、特色发展，培育一批现代
学校特色品牌。

沂源县悦庄镇埠村幼儿园：

开展清明节主题教育活动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新城路小学开学初组织师生
集中观看《生命至上，警钟长鸣》安
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通过血淋淋的
案例再次为全校师生敲响了警钟。
旨在，增强师生的安全生产责任
感、使命感，坚持生命至上，切实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 （周颖）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清明
节期间，埠村幼儿园开展了关于清
明节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介绍清明
节的起源及本地习俗，了解传统节
日的丰富内涵；讲解一些革命故
事，感受英雄的伟大和不朽，激发
幼儿的爱国热情。 （宋晨晨）

沂源县南鲁山镇璞邱小学：

开展师德教育活动

沂源县荆山路小学：

开展师德教育学习活动

沂源县南麻学区北刘庄小学：

参观沂蒙红色文化展室

日前，北刘庄小学组织全体师
生参观学习沂蒙红色文化展室。师
生认真聆听了李昱亭同学讲述沂
蒙六姐妹、马克思主义传承者李清
潍、新时代楷模人物等故事。旨在
激励在校师生牢记英模故事、不忘
国耻，奋发向上。 (孙庆梅)

日前，璞邱小学举办了以“践
行教育初心，扬鞭锐意前行”为主
题的师德教育大讨论活动。教师们
结合教育教学中的亲身经历和感
受，从不同角度把自己对教育的热
爱、对师德师风的践行，声情并茂
地进行了展示。(申学刚 邢旭东)

荆山路小学将开学第一周
作为“师德教育学习周”,将开学
第一个月作为“师德教育学习活
动月”。旨在，强化教师们的思想
意识，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树
立为人师表的正面形象，争做

“四有”好老师。 (孙静)

淄博经开区铝城第一中学：

开展防欺凌主题教育

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举行终结结核流行讲座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诚信主题教育活动

日前，齐德学校开展了以“诚
信”为主题的活动。一、二年级开展
了“诚信公约”为题的主题班队会，
三年级举行小手画“诚信”主题队
会，四、五年级绘制了关于诚信的
手抄报，表达了学生们对“诚信”的
承诺。 (王灵凤)

为进一步防范和遏制学校欺
凌事件发生，切实保护学生身心健
康，营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日
前，铝城第一中学开展了“预防校
园欺凌 共创和谐校园”主题教
育。教育学生争做讲文明、守纪律、
宽容友善之人。 （蒋帅）

日前，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举行“终结结核流行，自由
健康呼吸”知识讲座，从结核病
的概念、危害、传播途径、防控措
施等方面讲解，让学生对结核病
及防控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旨在有效预防结核病。（刘霞）

沂源县河湖中学：

召开家长委员会代表大会

为使家校共育更加有序地进
行，开学初，河湖中学召开了2021
年家长委员会代表大会。同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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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密切家长
与学校的交流与沟通。 (蒋永成)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火灾逃生疏散演练

近日，潘南小学举行火灾逃生
疏散演练，全校师生不到两分钟均
撤离至安全区域。让全体师生更加
熟知学校应急疏散的程序和路线，
增强师生的自救意识和消防知识，
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
想。 （范瑞涵）

沂源县南麻学区东高庄小学：

积极落实陪餐制度

为提高饭菜质量和服务水
平，日前，东高庄小学对学校集
中用餐陪餐工作作出了明确的
部署。学校初步构建了教职工用
餐陪餐体制，进一步加强了学校
食堂的管理，促进了师生之间的
交流。 (张德刚)

沂源二中：积极落实校长陪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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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二中坚持以做师生满意
的食堂为原则，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让学生“吃饱、吃好、吃出营
养”。为进一步完善用餐陪餐制
度，“将食品安全牢牢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新学期，沂源二中积
极落实“校长陪餐”工作。

定制度，做到陪餐到岗到位。
学校建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
陪餐小组，制定《沂源二中校长陪

餐制度》，校长每日陪餐，年级主
任牵头班主任平均安排陪餐任
务，逐级落实陪餐责任人。召开食
堂专题会议，定标准，明要求。

严把关，确保入口食材质量。
陪餐校长陪餐当日进入原材料储
物间，查看各类食材新鲜度，索证
索票，知悉进货渠道。

细检查，规范制作操作流程。
陪餐校长陪餐当日进入食品制作
间，察看环境卫生、清洗消毒、加
工制作、食品添加剂使用等情况。

严值勤，维护师生就餐秩序。
陪餐校长陪餐当日察看学生就餐

环境，观察学生就餐情况，维护就
餐秩序。

共就餐，知晓师生就餐需求。
与学生一起就餐，在互动交流中
了解就餐需求，反馈给食堂从业
人员以不断改进质量，同时引导
学生厉行节约、不浪费、不抛洒、
理性消费，弘扬文明就餐风尚。

勤反馈，提升食堂服务质量。
陪餐校长把就餐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做好陪餐记录，及时传达给食
堂管理人员，并把整改时间列出
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
题。

淄川区举行2021年第一届幼儿园园长论坛
为提升幼儿园园长的管理水

平，提升办园品质，促进学前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日前，淄川区2021
年第一届幼儿园园长论坛在淄川
区实验幼儿园顺利举行。论坛中，

各位园长立足本园实际，从教师
培养、内涵提升、自主游戏开展、
生活教育、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
展开，既有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
结，又有对未来活动的展望，既充

满了对工作的激情和热忱，又有
对当下教育环境的理性思考，充
分体现了淄川幼教人对学前教育
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程茜）

沂源县燕崖镇中心幼儿园：

消防安全从娃娃抓起

为切实加强幼儿园消防安全
教育工作，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
识，日前，燕崖镇中心幼儿园邀请
驻守在燕崖镇消防救援站的8名消
防员到幼儿园，为小朋友们举行了
一堂消防安全课。讲解消防知识，
开展火灾逃生演练。 （张霞）

加强师德教育 开学初，沂
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了师德教育
学习周活动。强化师德教育，规范
职业行为，增强教师责任感，引导
教师争当“四有”好教师。（孙华）

开展疫情防控演练 为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
教职工对疫情应急处置能力，日
前，沂源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了
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侯宇宁)

开展食品安全教育 为增强
幼儿食品安全意识，近日，沂源县
新城路幼儿园开展食品安全教育
活动。从源头保证食品安全，确保
幼儿健康成长。(杜春燕 陈红雪)

开展跑操比赛 为不断提高
学生健康水平，大力推进阳光体
育运动，增强集体荣誉感，近日，
沂源县沂河源学校举办了跑操比
赛活动。 (田衍金 刘婷婷)

高青二中：

开启学雷锋活动月

在第58个学雷锋纪念日期
间，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做雷锋精神的倡导者
和积极践行者，高青二中利用上
午大课间开展了“学雷锋活动
月”启动仪式。 (成树栋)

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幼儿园：

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活动

为提高自救防范能力，近日，
西台幼儿园组织全园师幼进行了
防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通过防震
演练，更深入地了解了逃生常识，
熟悉了疏散路线，增强了全体教师
和幼儿的安全防范意识。（张霞）

高青县木李学区杨坊小学：

开展课堂大比武教研

近日，杨坊小学开展“人人一
堂课”课堂大比武教研活动。旨在
增强教师“以研促教”意识，加强学
情研究、教法研究，促进教师更好
的探索优化课堂教学的途径，提升
教师教育教学质量。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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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三中开展拒绝校园欺凌教育

为进一步净化校园环境，杜
绝校园欺凌行为，营造和谐的育
人氛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培养学生良好品德与法律意

识，近日，高青三中开展“拒绝校
园欺凌，共建平安校园”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召开主题班会，认
清危害。开展家校沟通，杜绝欺

凌。积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利
用国旗下讲话，发出倡议，呼吁
全体同学远离校园欺凌，共同构
建安全和谐校园。 (王克锋)

高青一中：

举办青年教师基本功赛

近日，高青一中举办了2021青
年教师基本功大赛，来自语文、数
学、英语3个学科共计34名青年教
师参加了本次教学比武活动。大赛
为学校青年教师们搭建了相互观
摩、研讨交流的平台，提升了学校
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 (周进）

淄博经开区傅家实验小学：

开展教科研专题培训

为提高教师的课题研究水
平，傅家实验小学开学伊始，邀
请了周村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王
志刚主任为全体教师做了《从规
范走向科学——— 中小学教科研
发展的必由之路》的专题讲座。

(徐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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