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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毕业生

励志宣讲

近日，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2018级40余名升入本科院校的优
秀毕业生受邀回到母校，为2019
级学弟学妹送来励志宣讲。

优秀毕业生们以“过来人”
的身份，生动地讲述了自己三年
的职业中专学习奋斗史，介绍了
各自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经验，极
大地激发起学弟学妹们“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学习热情。2019
级同学们纷纷表示将向优秀学
长学习，刻苦自励，志存高远，努
力使自己成为“淄信”之骄傲，社
会之栋梁。 (刘恩广)

举行教师节

庆祝表彰活动

近日，淄博信息工程学校全
体教职工齐聚学校报告厅，隆重
举行第37个教师节庆祝表彰活
动。

三尺讲台，寒来暑往；守望
星空，不问岁月。数十位在教育
教学一线默默奉献、成绩突出的
先进教职工以及“功勋淄信人”

“师德模范”“文明教师”，在大会
上受到表彰并获赠荣誉证书。工
会主席张学宣读《淄博信息工程
学校师德建设活动月方案》，开
启“淄信”新一期师德建设月活
动。

最后，党总支书记、校长张
林丽带领全体教职工庄严宣誓。

(刘恩广)

淄博信息工程学校

博山公安10小时打掉流窜盗窃团伙 追回损失近万元

8月29日上午，博山区警方
接连收到3起电瓶被盗报警，十
分异常，对此，博山警方按照“情
指勤舆”一体化机制模式展开案
件侦查，很快抓住一伙流窜盗窃
团伙，案件成功侦破。

据了解，接到报警后，博山
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将警情推送
刑侦、网安民警协同派出所开展
案件侦破，并同步指令街面巡逻
警力对案发区域一带居民小区
进行巡访摸排，进一步摸清实际

发案数量和位置，到案发当天下
午3点，民警通过巡逻排查和群
众报警共计收到电瓶被盗案件
十余起，且案发位置密集分布于
博山区五岭路周边的居民小区。

与此同时，网安民警根据汇
总的线索，也第一时间梳理并锁
定了在案发当天凌晨，出现在博
山街头的一辆可疑白色私家车
和两个形迹可疑的身影。在综合
线索研判和运用公安科技化手
段的支撑下，办案民警很快就锁

定了嫌疑车辆的去向，两名嫌疑
人于案发当天傍晚已经驾车进
入张店市区。同时，民警发现，鲁
A牌照的白色SUV汽车登记为某
汽车租赁公司所有。

通过一系列摸排调查，民警
最终确定了嫌疑人位于张店火
车站附近。于是，抓捕组民警立
即在火车站周边冒雨展开摸排。
晚上7点半，民警在一家网吧中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经现场
突审两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就承

认了凌晨流窜盗窃电动车电瓶
的事实。

至此，博山警方历时10余小
时，快速打掉这一流窜盗窃团
伙，破获电瓶被盗系列案件11
起，并在接下来的深挖细查中成
功端掉一销赃收赃窝点，被盗的
51块电瓶全部追回，涉案价值近
万元。

目前，案件由博山警方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王东 宋策）

五好城市·V你同行：

网络大V走进张店 与区长“面对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玉姝 张文珂

9月14日，由淄博市委网信
办、张店区政府主办，张店区委宣
传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办的

“网络大V进张店，区长与你面对
面”活动成功举办。10家自媒体账
号负责人走进张店区市民诉求中
心、北苑小学、智慧停车指挥平台
大厅以及张店区妇幼保健院新院
区，了解张店在群众满意度、教育
均衡发展、智慧服务、医疗改革等
方面的成果，感受“张店服务”品
牌。

此次活动共邀请七彩淄博、
淄博记事本、淄博今日、时间胶
囊、安枫、淄博观察、散板的行歌、
新锐淄博、黎小悦、爱淄博共10家
自媒体账号负责人参与其中。

社情民意是最直接的民生和
问题导向，城市如何提升市民满
意度？在活动首站——— 张店区市
民诉求中心给出了“标准答案”。

据张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赵
荣海介绍，张店区市民诉求服务
中心自7月2日试运行以来，日均
受理群众诉求400余件，当场办理
100余件，受理效率和办理效率分
别提高了30%、50%，群众满意度
也由85%提升至93 . 05%，切实以
问题的高质高效解决，提升了辖
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

“我们紧扣市民‘诉求收集、
流转处置、分析研判和群众满意’
四个环节，布局建设了线上12345
热线、线下市民诉求服务、市民诉
求‘民情诉递’二维码和社会治理
网格化4个平台，实现市民诉求

‘一口进出’。”赵荣海说。
“这是一个为老百姓解决实

事的地方，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张
店服务的诚意，也让张店变得有
温度。”微信公众号新锐淄博特约
作者王炫策说。

位于张店盛湖路东北角的北
苑小学(重庆路小学东校区)，是
张店教育全域优质均衡发展的一
个缩影，也是此次大V行的第二
站。

据张店区重庆路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刘慧介绍，张店区重庆
路小学与北苑小学、绿城西小学
实现集团化办学。北苑小学(重庆
路小学东校区)占地59亩，总投资
1 . 4亿元，设计40个教学班，可容

纳1800名学生。
“为了拓展学生学习生活空

间，北苑小学打造了500平的开放
式、讨论式、合作式、沙龙式的阅
读空间。朗读亭也在其中，可以为
孩子们录制朗读等等。”刘慧说，
学校通过升级版智慧校园系统，
实现三个校区无缝连接；通过电
子班牌等AI设备采集数据，完成
学生的考勤、测温、成长评价的数
据汇总。家长可以通过手机轻松
实现家校沟通。

“学校的智能化教学让我感
到非常惊艳，看着和景区一样。”
微信公众号散板的行歌负责人张
春玲说。

在位于润德大厦的智慧停车

指挥平台大厅，工作人员正在紧
张地忙碌着，张店社会治理的智
慧思维，在这里可见一斑。

据淄博旌旗松立智能泊车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仁峰介
绍，张店区智慧停车建设项目是
市级重点民生项目，属于建设淄
博智慧城市——— 智慧静态交通的
必要环节。通过统一的标准和端
口接入各方主体运营的停车资源
数据，用一个平台、一个APP实现
全市停车数据的共建、共享、共
用。

“淄博慧停车APP，它可以为
车主提供在线实时查找车位、预
约车位、车位导航、订单推送、无
感支付、电子发票等智慧停车服

务。”张仁峰说。
“太方便了，智慧停车给市民

提供出行信息化服务，让市民出
行也变得轻松、高效。”抖音大V
时间胶囊负责人辛奇说。

与上述城市管理、社区治理
和教育相同，张店的“智美”之变，
同样体现在医疗领域的升级革新
上。这一点，在张店区妇幼保健院
新院区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店区妇幼保健院是2016
年8月由原张店区妇幼保健院和
原张店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合并
成立。”张店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
员、张店区妇幼保健院院长刘臣
介绍，新院区占地42亩，总投资
3 . 2亿元，设置床位392张，分两
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为门诊病
房综合楼，建筑面积3 . 1万平方
米，分为地下2层、地上4层，设置
床位120张，目前已建设完成并投
入使用；二期工程将建设4万平方
米的病房楼，计划今年开工，2023
年底投入使用。

“这里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医
院的传统印象。”微博账号淄博今
日负责人马晓泽认为。

17:00，随着活动的深入，以“网
络大V与区长面对面”的天空夜
话活动在天空之橙展开，作为“五
好城市”的主阵地的张店，数十年
积淀的深厚底蕴也随之铺展。现
场，大V们结合自己的参观经历，
分享了自己对张店区“五好城市”
建设的感想和建议。

对话结束后，主办方领导为
大V们颁发了“张店区网络文明
传播者”聘书。大V们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发挥自身账号优势，传
播张店声音，讲好张店故事。

加强服务收费价格管理

近期，农行淄博分行以2021
版服务价格标准实施为契机，
多措并举，着力加强价格收费
管理，切实维护客户权益。

该行成立价格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对服务收费的组织领
导。坚决贯彻监管政策，确保各
项价格标准执行到位。该行各
条线加强对支行的业务指导，
举办多层次服务价格新规培
训。此外该行加强价格目录统
一公示，主动确保客户的知情
权、选择权。同时严格落实降费
政策，不断加强服务价格管理，
减少收费环节，切实服务实体
经济发展。

开展绩效考核辅导

为加强绩效管理，积极传导
上级行绩效考评政策，近期农
行淄博分行采取“四措施”扎实
开展一对一专项绩效考核辅导
工作。

该行成立一对一考核辅导
工作团队，明确辅导重点，提供
组织保障。该行辅导团队提前分
析支行业务指标，为支行量身定
做辅导课件，精准分析支行的考
评短板，有效提高了辅导效果。
此外该行辅导团队在解读考评
政策的同时，重点宣讲了考评合
规管理。同时完善绩效考评机
制，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确保
绩效管理质效。

提升末端考评智能化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
农行淄博分行主动顺应网络信
息发展形势，依托省行开发的绩
效数字平台，让末端绩效考评从

“手工”到“手机”，网点绩效考评
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该行成立平台推广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制定推广上线方
案，选取支行试点，以点带面，开
展平台试点应用。该行不断加强
平台应用指导，强化平台应用效
果。此外该行选取分期等产品作
为首批推广应用指标，在全辖网
点推广员工业绩登记、业绩认领
等应用，推进平台应用，提升末
端考评科学化管理水平。

持续提升会计信息质量

为全面提升会计核算质量，
农行淄博分行优化会计管理举
措，加强业务、产品、流程的梳理，
不断提升会计信息工作质量，为
经营打下良好基础。

该行加强科目专题培训，强
化会计科目变动监测，有效降低
会计差错，提高临柜人员会计核
算水平。依托会计信息质量监控
系统，强化日常监管控，及时处理
监控预警与提示信息。此外，还采
用多种方式对会计信息的真实
性、及时性、完整性定期进行检查
和评价，对重大差错和人为因素
强化责任追究，严格防范业务操
作风险。 (方敏 李柱石)

农行淄博分行多措并举 全面提升管理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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