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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马桥实验学校举行了
“心系安全、平安乘车”模拟校车
安全逃生演练。学生们掌握了乘
坐校车逃生的方法和技巧，检验
了学校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
力和各部门协调配合能力，提高
了师生的安全意识。 (王鑫)

桓台县马桥实验学校：

举行校车安全逃生演练

为提高全校师生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技能，增强学
生应对灾害情况下的应急处置
能力，遇到火险时逃生、自救能
力，近日，杏园小学邀请消防
校长黄警官指导全校进行了
消防安全应急演练。 (李炜)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

近日，齐都花园小学党支部
领导班子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理论学习研讨交流活动，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严治
党、理想信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廉洁自律等方面，结合工作实
际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孙红健)

临淄区齐都花园小学党支部：

开展学习研讨交流活动

近日，陈庄中学举行了第一
届阳光体育节。运动员通过努力
拼搏、不断进取、超越自我，体现
出了“更快、更高、更强”的运动精
神。体育节的举办不仅达到了让
学生自觉锻炼身体的目的，还丰
富了校园文化内涵。(孙学彬)

桓台县陈庄中学：

举行第一届阳光体育节

近日，高青三中党支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
活动。通过学习，党员们明确了使
命，坚定了信心，表示自己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带头，以
实际行动争做“四个先锋”，努力
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王克锋)

高青三中：

开展专题党课学习活动

阳光大课间 日前，沂源县
张家坡镇冯家圈小学全体师生
积极开展阳光大课间活动。丰富
多彩的大课间活动，提高了学生
的自信心。 (任晓寒 王耀敏)

特色跳绳活动 为促进幼儿
动作的协调性，增强人体呼吸和
神经系统的功能，沂源县振兴路
幼儿园开展了特色户外活动，提
高幼儿身体素质。(任慧 陈晓燕)

爱牙知识进课堂 近日，
沂源县西里镇中心小学开展了
爱牙教育活动。牙科医生向学
生普及龋齿和牙周病防治知识，
提高口腔健康意识。 (郝丰亮)

庆祝少先队建队 为增强
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归属感，
弘扬少先队的光荣传统，庆祝
少先队建队70周年，日前，沂源
县韩旺中心学校开展了庆祝少
先队建队活动。 (张希亮)

消防进校园 为增强学生的
消防安全知识，近日，沂源县荆山
路小学邀请沂源县消防大队商城
中队官兵到校开展了119消防安
全月系列教育活动。(唐刚 张雨)

羽毛球比赛创佳绩 日前，
2019年鲁阳杯全县中小学生羽毛
球比赛在星迈体育馆举行。沂源
县鲁村镇中心小学代表队代表鲁
村镇参赛并获得全县团体第二
名的好成绩。(房秀伟 王仕宝)

防空疏散演练 为增强学
校师生的国防观念，提高防空
应急疏散能力，日前，沂源县大
张庄镇中心小学开展防空疏散
演练活动。 (唐家帅)

弘扬传统文化 为引导学
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
情怀，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沂源三中利用传统节日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江秀德)

创建节约型校园 日前，
沂源县南麻街道中心小学召开
了“节约型校园”建设专题会
议。明确了“节约型校园”建设
的目标和任务，调动了全体师
生的积极性。 (许波)

开展感恩教育 为了进一
步落实学校德育教育工作，提
高学生的道德品质，近日，沂源
县鲁阳小学开展了感恩教育主
题活动。 (孙崇丽)

本报讯 今年以来，文昌
湖区高度重视特殊困难群众即
时帮扶工作，对因病、因灾、因
意外等出现致贫返贫风险的
特殊困难群体，即时发现，即
时帮扶，截至10月底，全区即
时帮扶困难群众161人，发放
救助资金46万余元。 (张晓晓)

建立特殊困难群众

即时帮扶工作机制

本报讯 今年4月份以来，
沂源县扶贫办对减贫成效、精准
识别、精准帮扶和扶贫资金等方
面开展了2轮脱贫成效“回头看”
工作。同时，完善建档立卡、贫困
户档案、帮扶工作记录簿和公示
公告等基础性档案材料，让贫困
群众真正享受政策。 (唐宁宁)

沂源县“自我把脉”

让扶贫工作更精准

本报讯 近日，临淄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与临淄区夕阳红桓
公台养老中心签订孤老优抚对
象服务保障协议，通过委托专业
化养老机构，构建新型保障机
制。孤老优抚对象享受抚恤补助
金和民政、扶贫相关救助政策，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韩小丽)

临淄区用心用情

关爱孤老优抚对象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沂源县
大力推广桔梗加工、玻璃贴花、
腰果去壳等“小微扶贫站点”模
式，计划拿出1000万元，奖励小
微扶贫站点等。截至目前，全县
已带动9200余名贫困户和9700
余名一般农户务工，实现人均
月增收700元以上。 (唐宁宁)

奖励办法引导

小微扶贫站点“花开乡村”

本报讯 临淄区探索扶贫
大数据平台建设，运用信息化思
维，建设“临淄区两项制度融合
试点综合平台”系统，搭建“公众
层、管理层、监督层”，“扶贫对
象、资金、项目、帮扶力量”为一
体的数据库，提升脱贫攻坚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 (韩小丽)

临淄区依托大数据

探索扶贫改革

本报讯 近日，高青县芦
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派
15名医护技术骨干、15名公卫
人员组成家庭医生团队对辖区
内贫困人口和失独家庭一一
走访，做到重点人群1 0 0%签
约、100%履约，切实为贫困群
众健康保驾护航。 (何宇)

家庭医生为贫困

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淄区
齐都镇建立“党员暖心”联系户
制度，开展党员暖心志愿服务活
动。每村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党员暖心”志愿服务队，着重关
注村内贫困群众，助推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
等工作落地落实。 (韩小丽)

“党员暖心”联系户活动

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讯 初冬时节，高青县
田源现代农业园种植基地大棚
内，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据了解，该基地借助全域旅游发
展优势，推进以生态采摘、旅游
观光、休闲体验为主的现代休闲
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
展，助力农民脱贫增收。(闫立军)

休闲农业种植

助力农民脱贫增收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坚
持居家照料和集中供养相结合，
依托农村幸福险等养老服务设
施，为贫困老年人、残疾人提供
照料服务。同时，实施社会服务
兜底工程，重点加强养老、社会
福利等薄弱环节设施建设，确保
贫困老年人安享晚年。(韩小丽)

临淄区养老坚持居家

照料和集中供养相结合

本报讯 从秋末至初冬，沂
源县近5万亩的柿子迎来收获。
柿子加工已成为当地农民脱贫
增收的特色产业。特别是南鲁
山镇三岔片区的各柿饼加工
点，每年都会成为周边近千名
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
收的重要渠道。 (唐宁宁)

小柿子带动贫困群众

实现增收致富

截至10月底，张店区共发放312笔创业贷款为创业者“造血”

拨拨44990000万万余余元元带带动动886611人人就就好好业业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马

玉姝 通讯员 范晶) “现在
创业担保贷款手续简单，放贷速
度也好快，解决了我们创业者的
燃眉之急，真是为我们创业者着
想啊！”日前，张店易禾熟食店老
板陈婷，说起申请的10万元创业
担保贷款顺利到账一事，感到格
外满意。

今年以来，张店区把创业担
保贷款作为助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工作平稳快速发展的有
力抓手，秉承着“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的理念，帮助广大下岗失

业人员解决创业资金的瓶颈问
题，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发挥了创业担保贷款激励创业、
推动就业的作用。截至10月底，
共发放创业贷款312笔4900万余
元，带动就业861人。

今年以来，张店区积极为广
大创业者及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咨询、创业贷款申请等服务，一
方面，积极争取银行的支持与合
作，与多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
系，同时制定了经办银行业务考
核奖补办法，充分调动了合作银
行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拓展政

策的宣传面和覆盖面，为符合条
件的个体工商户和企业落实贷
款和贴息政策。

自2014年起，张店区实行
“快易贷”网上服务平台，启动了
创业担保贷款服务信息化进程，
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
跑腿”。同时，开通微信小程序，
将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服务平台
延伸至手机，创业人员通过手机
微信小程序，在家动动手指即可
完成创业贷款申请，提高了办事
效率，打通了创业贷款担保服务

“最后一公里”。

消防安全教育 日前，沂源
县鲁山路小学组织开展“119”全国
消防安全主题教育日活动。旨在
增强师生消防安全防范意识，严
防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王晗)

诵中华经典 为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增强少先队员
文化自信，近日，沂源县振兴
路小学积极开展“诵读中华
经典”活动。 (黄晓艳)

交通安全教育 为切实加强
道路交通秩序管理，近日，沂源县
中庄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小手拉
大手、安全伴我行”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主题班会活动。 (黄晓燕)

关爱留守儿童 为更好的
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学
校的温暖与陪伴，日前，沂源县
大张庄镇中心小学开展“让爱不
再留守”活动。 （唐家帅）

教师听评课活动 为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师间的教
学交流，近日，沂源县鲁村镇中
心幼儿园开展了教师听、评课教
研活动。 (唐菁怿 齐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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