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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18日，淄博市教育局官
网发布《淄博市中小学及幼儿
园布局规划(2019-2030年)》，
规划显示，全市将新建356所幼
儿园，60所小学，44所初中和14
所高中，公示日期为2019年11
月18日至2019年12月17日(30
天 )，意见反馈电话：0 5 3 3 -

3170730。
本次规划范围指的是不包

含桓台县、高青县、沂源县在内
的淄博市行政辖区范围。至
2030年，规划范围内共规划幼
儿园756所，其中新建356所，扩
建32所，改建161所，保留207
所，规划班级数5140个，学位数
146780个。共规划小学260所，

其中新建60所，扩建20所，改建
98所，保留82所，规划班级数
5477个，学位数223022个。共规
划初级中学134所，其中新建44
所，扩建9所，改建46所，保留35
所，规划班级数3796个，学位数
186377个。共规划高级中学35
所，其中新建14所，改建7所，保
留14所，规划班级数1943个，学

位数93494个。共规划中等职业
学校8所，其中新建4所，扩建2
所，保留2所，规划学位数24886
个。共规划特殊教育学校6所。
其中新建1所，扩建1所，保留4
所，规划学位数796个。共规划
专门学校1所。

此外，沂源、高青县也分
别发布了本县中小学及幼儿

园布局规划，其中沂源县规
划指出，至2030年，规划幼儿
园112所，小学59所，初中24
所，高中5所，职业中专和特
殊教育学校各一所。高青县
规划指出，至2030年，规划幼
儿园85所，小学44所，初中10
所，高中3所，中等职业学校1
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

淄淄博博规规划划新新建建447744所所中中小小学学、、幼幼儿儿园园
公示截止到12月17日，市民有意见可拨打电话0533-3170730反馈

本报讯 2019年11月15-17
日，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耳
及听力保健专业委员会2019年
会议暨第二十四届全国0-6岁
儿童听力筛查诊断培训班在山
东淄博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儿童耳及听力保健专业委员
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
医院、北京市耳鼻咽喉研究所主
办；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淄博
市妇幼保健协会、淄博市妇幼保
健院承办。

会议还邀请北京协和医院
倪道凤教授，山西医科大学曲
成毅教授，中国残疾人康复协

会语言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主
委孙喜斌教授等国内耳科及听
力学知名专家进行授课，内容
涵盖听力学发展及政策，儿童
听力筛查诊断干预，小耳畸形
治疗，听障儿童的干预康复，耳
聋基因检测等内容。与会专家
分别从听力学研究及临床诊断
的不同纬度、不同方面授课，为
与会人员带来知识的盛宴。

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耳及听力保健专业
委员会听力与言语康复学组，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忠
德当选学组组长，并召开了第
一次学组会议；同时召开了淄

博市妇幼保健协会耳及听力保
健专业委员会年会。

淄博市妇幼保健院作为全
市儿童听力筛查、诊断与康复中
心，发挥中心辐射带动和辖区管
理职能，在全国首创听力筛查、
诊断、康复、干预一条龙服务模
式，部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今
后会依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耳
及听力保健专业委员会听力与
言语康复学组，在听力与言语康
复业务服务能力、服务过程、服
务效果等方面开展多方位的交
流研讨和实践工作，为全国听力
与言语康复专业发展做出积极
努力。 （宋天印）

助力儿童耳及听力健康

耳耳科科及及听听力力学学专专家家淄淄博博““传传经经送送宝宝””

沂源举行中小学课程研讨
会 全县中小学《学校课程体系
的建设与实施》研讨会暨专家报
告会，近日在沂源县鲁村镇中心
小学举行。 (房秀伟 张德冕)

广播体操展示活动 为提
高学生课间操活动的整体水平，
近日，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举办
了“创文明校园 展班级风采”
广播操比赛活动。 (张希亮)

秋季趣味运动会 为推动
阳光体育运动，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提高身体素质，日前，沂源县
大张庄镇中心小学举行了第一
届秋季趣味运动会。（唐家帅）

家长进课堂活动 为更有效
地利用家长资源，弥补教师在专
业领域中的不足，近日，沂源县
振兴路幼儿园积极开展家长进
课堂活动。 (张太丽 宋志霞)

建平安校园 近日，沂源
县悦庄镇埠村希望小学围绕

“提升安全素养，筑牢安全基
石”这一主题，积极开展了安全
教育月系列活动。 (崔君玉)

迎冬季跑操比赛 为迎接
的冬季的到来，增强学生们的
运动兴趣，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近日，沂源县河湖中学开展了
跑操比赛活动。 (齐元诗)

环保，从我做起 近日，沂
源县中庄镇中心小学组织开展
了环保绘画活动。用彩笔和创意
绘画“环保，从我做起”表达对
地球母亲的关爱。(刘琴 张芳)

不忘初心教育活动 沂源
县新城路小学结合实际开展了
多项服务社会、服务家庭的活
动，近日，又开展了“为群众办
实事好事”活动。 (周太军)

《德育学堂》促成长 近日，
沂源县韩旺中心学校利用班会时
间组织全体同学收看《中小学德
育学堂》。以此培养学生的品德，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张希亮)

学宪法 促和谐 为推进校
园法治建设文化的进程，近日，沂
源县大张庄松崮小学举行了主题
为“弘扬宪法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宪法学习活动。 (房立玲)

为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
提高师生的自救技能，近日，高
青五中举办系列消防安全主题
教育系列活动。一是开展消防
安全知识大学习活动；二是开
展消防安全演练；三是开展消
防设备大排查活动。 (王冬)

高青五中：

开展消防安全主题教育

近日，张店四中开展“课堂
大比武——— 评价课”活动。此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
改革，促进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
能力的提升，也为学校教师提供
展示自我和互相学习的平台，促
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崔金华)

张店四中：

开展课堂大比武活动

近日，马桥实验小学在全校
开展趣味彩盘绘画比赛。老师们
先是搜集大量彩盘绘画的相关
资料，向学生示范彩盘绘画的基
本作画方法，鼓励学生进行大
胆的设计，并结合自己的构思
在圆盘上进行创作。 (王铉)

桓台县马桥实验小学：

开展趣味彩盘绘画比赛

为促进高二年级艺术生的
培养，加强家校联系，更好地开
展艺术教育教学工作，近日，铝
城一中在学校敏学讲堂召开了
艺术生家长会。会议由学校艺
体部主任崔丹主持，近60余名
学生家长参加。 (崔丹)

张店区铝城第一中学：

召开艺术生家长会

为推进教师全员读书活
动，近日，马桥镇中心学校开展
读书交流活动。以提倡读书为
主旨，以交流读书心得为主要
目的。在交流会上，来自中小学
的教师代表分别从不同角度做
了精彩的发言。 (胡志强)

桓台县马桥镇中心学校：

开展读书交流活动

公开课展示进行中 为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提高教师业务水
平，更好的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近
日，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组织
公开课展示活动。 (杨子会)

规范汉字书写 为培养学
生良好的的写字习惯，提高学
生的写字水平，近日，沂源县悦
庄镇东赵庄完小举行了“书写
规范汉字 展现优秀自我”的
汉字听写大赛。 (董宁宁)

关注消防关爱生命 近日，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举行消防
安全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有效提
高了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
自救能力。 (陈志先 梁海亮)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路
燕 见习记者 刘悦 通讯员

马志刚) 近日，淄博市装备
制造业协会第一届二次会员大
会在淄川般阳山庄会议大厅隆
重召开，相关领导、协会成员以
及社会各界朋友共计200参加
此次活动。

仪式上，淄川区副区长许永
利、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会长
高玲、淄博市电子信息和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董存良分
别作了重要讲话。会后，各会员
企业将名优产品进行集中展示，
部分会员企业带来了公司宣传
资料等进行展示推广。

淄博市装备制造业协会

第一届二次会员大会召开

张店区清理占道经营等

违规行为2500余起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樊
舒瑜 通讯员 张营) 近日，
记者从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获悉，淄博市城乡环境大
整 治 行 动 动 员 大 会 召 开 以
来，张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采取多项措施改善提升路域
环境。

截至目前，共清理占道经
营、店外经营、流动摊点、噪声
扰民等违规行为2500余起，清
理墙体广告牌、绿化带内广告
牌、破损和各类非法小广告500
余块；清理沿街店铺张贴图文
广告150余家；清理临时广告
200余处。

桓台县实验中学：

举行读书节诗文诵读展演

近日，高青县2019年新入职
音乐教师教学展示研讨会在高青
县中心路小学举行。研讨展示由
县中心路小学宋文聪、长江路小
学刘小玉两名教师代表高青县
2019年新入职的音乐教师，展示
了两堂精彩的课例。(韩元素)

高青县为新入职音乐教师

举行展示课活动

近日，桓台县实验中学举行
第十九届读书节诗文诵读展演暨
第十九届读书节表彰大会。据悉，
读书节活动每年举办一次，今年
的主题是号召全体师生海量阅
读，体悟人生，提高综合素质，构
建学习型校园。(逯晓冉 许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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