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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丽娜 报道）3月13日，邹
平市临池镇初级中学利用升国旗
仪式，引导全体学生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开展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

去年以来，临池初中深化青少
年思想引领，通过宣传宣讲党的二
十大精神，组织学生签名、宣誓等活
动，教育引导广大学子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争做积极进取、乐于
奉献、充满正能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临池初中师生
深学党的二十大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
讯员 王洋 报道）近日，沾化区下洼
学区开展了主题为“落实双新 强
课提质”的“每周一课”教研活动。

课前，老师们反复推敲研磨，
精心设计教学活动。活动现场，

老师们以“多维联结品内心，积极
转化促表达”为主题，对整体教学
进行了经验交流。开展此次活
动，进一步推进了新课程方案和
新课程标准落实落地，推动了教
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下洼学区开展教研活动
促进“落实双新强课提质”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讯
员赵学东报道)为进一步落实“共享、
共建、共学”的鲁青结对发展理念，充
分加强校际教学交流，近日，无棣县
第二实验小学数学教研组与青海祁
连县阿柔乡寄宿制民族小学数学
教研组联合开展了数学教研活动。

活动中，全体成员开展了线
上“教学经验交流分享会”，通过
远程视频教研系统，利用信息化
手段，积极开展教研业务交流，实
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帮
助和带动祁连县民族小学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

无棣二小与祁连县民族小学
进行联合数学教研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高敬 报道）为让学生们开拓
眼界、增长知识、亲近科学，3月
11日，滨州实验学校2021级5班
童彩中队开展了走进科技馆主题
研学活动。

活动中，童彩少年们在老师
及家长的带领下开启神奇的科
学探秘之旅，依次参观了科技馆

中的光学、电磁学、声化、数学、
力学和智能机器人等主题展
区。各展区互动展品与科学表
演、科学实验及科普影视相结
合，为小朋友们提供了参与科学
实践的场所，有利于让他们在体
验中激发科学兴趣，在探索中树
立科学精神，在思考中启迪学科
智慧。

滨州实验学校童彩中队
“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城讯（通讯
员 杨富伟 李怀群 报道）去年以来，
滨城区第四小学瞄准创建高标准文
明校园目标，不断创新活动阵地建
设路径与方法，着力打造“阵地网络
化、场所规范化、内容项目化、活动
常态化”工作模式，锻造“至善教育”
品牌，努力建设文明四小、文化四
小、魅力四小、和谐四小。

以宣传平台为依托，组建网络文
明志愿者队伍。学校以校园宣传栏、
电子屏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

为依托，组建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队
伍，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网络文明宣讲活动，引导学生绿
色上网、文明上网，争做文明少年。

以学科课程为依托，丰富活动
内容拓阵地。学校紧紧围绕核心素
养基本点，坚持素养导向，依据学科
特点积极开展相契合的学科活动，
如“我是数学小讲师”“我是劳动小
达人”“共读一本书”等，拓宽活动阵
地，丰富活动内容。

以德育课程为依托，夯实活动
阵地建设。一是夯实少先队阵地建
设。学校大队部以队室、红领巾广
播站等宣传阵地为抓手，设置红领
巾监督岗，贯彻“党建带队建”工作

思路，积极开展各项红色主题活
动。二是创新德育主题活动。以主
题月活动串起德育教育主线，按月
推进行为规范、文明礼仪、爱国主
义、理想信念等主题教育。三是深
化阳光志愿服务。围绕“敬老、助
学、助残、环保”等主题，积极开展

“学雷锋·践行动”等志愿服务活动，
培养学生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乐于
奉献的品质，增强学生责任担当意
识。四是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校
积极打通校内外空间，实现校内外
阵地相结合，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走
进社区、福利院、博物馆等场所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

以特色课程为依托，营造特色

鲜明的活动环境。学校秉承“一生
一特长，人人放光芒”的育人理念，
开设剪纸、合唱、篮球、足球、儿童
剧、游泳等20余个社团课程，开阔
学生眼界，营造出特色鲜明的活动
环境。

以家校合作为依托，实现家校
社共育。学校积极组织班级家访活
动，充分利用微信、电话等途径，实
现家校互通有无；组建年级和全校
性家委会，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家
委会和两次家长会；每周开展“三宽
家长学校”学习，定期邀请有行业特
长的家长走进课堂；每年定期开展

“好家风伴我成长”等活动，让文明
内涵不断渗透到每个家庭。

阵地网络化 场所规范化 内容项目化 活动常态化

滨城四小创新活动阵地建设路径打造文明校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刘庆国 报道）近年来，
滨城区梁才中心学校始终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
中小学德育体系建设上多点发力，
全面推进全环境立德树人，助力文
明校园创建。

以活动为载体，推动立德树
人。学校持续组织开展“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等活动，培育选树充满时
代气息、事迹生动感人的未成年人
先进典型，同时通过典型宣讲活动
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德，宣传优秀少
年在传承好家风、勤学创新等方面
的事迹，激励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
远大志向，争当好少年。除了宣讲

活动外，还组织开展“学雷锋精神·
做美德好少年”“宪法法制知识竞赛
活动”等活动，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以文化人”，构建传统文

化育人特色体系。学校将非遗传承
与立德树人相融合，通过开展剪纸
进校园活动，指导学生创作出《童心
向党》《我爱祖国》等一系列作品，让
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美德教

育。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
将传统节日与立德树人相融合，通
过宣讲、比赛、评选等多种形式，进一
步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目前，学校在“和美”文化引领
下，科学构建了课程文化、课堂文化、
班级文化、团队文化、制度文化和节
日文化“六位一体”的文化育人体系。

构建特色课程体系，搭建学生
幸福成长广阔平台。学校以“和美”
为中心，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
本课程进行三级课程整合，构建了

“和美”课程体系，搭建起学生幸福
成长、和谐发展的广阔平台。为落实
基础型课程中的劳动课程，学校制订
了《梁才中心学校初中部劳动教育方
案》和《劳动实践日活动方案》，构建
了校园、家庭、社会相结合的课程体
系。如：学校开设拓展型课程《军训
课程》《辩论课程》等，有效强化了学
生的习惯养成教育和情感教育；开
设的《创客课程》，助力有创意的孩
子在各级比赛中不断获奖。

滨城区梁才中心学校全面推进全环境立德树人

多点发力建设中小学德育体系助建文明校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向春 通讯员 张洪新 报道）为引领
学生参与植树活动，亲身体验劳动
的乐趣，增强环保意识，近日，滨城
区滨北学区组织各中小学、幼儿园
开展了“知绿、绘绿、添绿”主题系列
活动。

开展“春风吹新绿、植树正当
时”主题活动。北城英才学校组织
各班召开主题班会，向同学们介绍
植树节的来历和爱绿护绿的重要
性；组织学生绘制植树节画报，让学
生感受美化环境的意义，号召同学
们行动起来，爱护身边的一草一

木；开展“给树苗浇水”活动，组织
同学们为校园里的树木和草地浇
水。

开展“我是护绿小使者”主题
活动。北城受田小学举办“植树
节”手抄报展示活动，借助手抄报，
引领学生关注自然美、生活美，用
手中的画笔为春天增添一抹新绿；
组织学生给校园里的小树苗培土、
浇水，共同净化、美化校园环境，在
实际行动中体验“我是护绿小使
者”的快乐。

开展“爱绿护绿，从我做起”植
树活动。滨北赵集小学组织全体学

生参加植树活动，同学们按照分组，
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的挥锹铲土、有
的搬运树苗、有的提水浇水，种植一
抹绿色。同时，老师和学生还主动
认领树苗，加强日常管护。

开展“呵护绿色，不负春光”主
题活动。滨北高庙张小学附属幼儿
园全体幼儿在老师带领下，共同了
解植树节的来历，还学习植树、护树
的有关知识，并为校园里的树木浇
水。其间，老师指导孩子们制作心
愿卡，挂在认领的树苗上，让孩子们
呵护小树苗茁壮成长。

开展“一抹绿意在心中”植树活

动。滨北中心幼儿园组织学生开展
植树活动，为幼儿创造亲近大自然
的机会，让幼儿以实际行动为世界
装点一抹绿意。

开展“植此美好、童享自然”主
题活动。滨北中心小学附属幼儿园
围绕植树节主题，以级部为单位开
展植树活动。其间，老师带领小班
幼儿在园所里认识不同的树木，了
解树木的季节特点；中班的幼儿动
手制作保护小树的牌子，号召大家
爱护树木，保护环境；大班幼儿为校
园的树木除草、浇水，感受爱绿护绿
的意义。

滨北学区师生掀起“知绿、绘绿、添绿”热潮

滨州日报/滨州网阳信讯（通讯
员 杨芳 禹文 报道）近日，阳信县第
一实验学校举行教师阅读联盟活动
启动仪式，邀请滨州市名教师张如
意作指导报告，鼓励老师们在阅读
中成长。

张如意以“慢慢写，慢慢成长”
为主题作专题报告。他首先解读了
教师专业成长的定义，讲述了自己

读书与专业成长的三个阶段；其次，
分享了自己读过的书、写过的诗歌、
散文、书信、教育杂文等作品。他勉
励老师们在经常读书的同时，还应
该写教学日记，记录教学中的所思
所想，让自己养成思考的习惯。

现场，学校聘请张如意为“青年
教师成长指导专家”，并为其颁发了
证书。随后，学校为参与假期读书

分享活动的优秀教师颁奖。
近年来，阳信县第一实验学校

十分重视阅读对教学质量提升、校
园文化塑造的重要作用，连续举办
校园读书节，持续开启诵读阅读课
程。在该校，教师和孩子们有不少

“书的约定”：每班设置一节阅读课，
组织学生每天阅读1小时，每周做
一次阅读分享，每月推荐一期好书

榜，每学期评选一批阅读发烧友
……各年级还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编辑诵读教材，低年级的“书香满
园”课程以儿歌和古诗为主，中高年
级的“诗风词韵”课程以古诗文为
主。疫情期间，学校还举办了云端
读书节活动，评选出“诵读小达人”

“阅读明星”等奖项，引导孩子们“悦
读悦美”。

阳信一实教师阅读联盟活动启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尹红 报道）为进一步加强民
族团结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了
解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增强民
族团结意识，日前，邹平市好生小
学组织开展了以“加强民族团结
意识 创建文明和谐校园”为主题
的植树活动。

该校组织12个少数民族的

42名学生，由一名少数民族学生
和一名汉族学生结对，认领石榴
树小树苗后进行栽种。栽种完成
后，学生们一起在小树上系上民
族同心结。此次活动的开展，促
进了各族师生之间的情感融合，
有利于赓续传承民族团结“石榴
红”文化，让文明和谐之花在校园
内绽放。

好生小学开展“加强民族团结意识
创建文明和谐校园”主题植树活动

结对植树增进团结
赓续传承“石榴红”

滨州日报/滨州网滨州讯（通
讯员 王文英 报道）3月10日，滨
州实验学校四年级四班举行了

“家长进课堂”之“理财知识进课
堂，我是小小银行家”特色财商课
程，邀请在银行工作的学生家长
为孩子们讲解了金融知识。

通过家长的生动讲解，同学
们了解了有限增值、杠杆知识的
应用等金融知识。其间，还进行
了不同国家钱币的展示，更加激
发了同学们了解金融知识的兴
趣，让孩子们在心中种下了一颗
成为“小小理财师”的种子。

家长进课堂科普金融知识

加强学生爱党爱国教育。（资料图）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滨州启扬建材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发票专用章及法人章丢

失 ，公 章 编 号 ：3723013091760、发 票 专 用 章 编 号 ：
3723013091762、法人章（王利新印）3723013091763，声明
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山东政晟建设有限公司鲁MGB561（黄牌）车辆道路运输
证丢失，证号：371602308712，声明作废。

2017 年 9
月 25日在博兴
县锦秋办事处
城张自建房楼
下捡拾男性弃

婴一名，身体健康，请该婴儿的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到博兴县公安局锦秋派出所认
领。收养人:姚艳红，联系地
址:山东省博兴县锦秋办事处，
联系电话:0543-2168230，公
告期限:30天。

博兴县公安局锦秋派出所
2023年3月16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各用人单位：
根据《山东省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令

第311号）、《山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鲁财综〔2018〕31号）等文件规定，为
做好我市2023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
认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核对象及时间
滨州市2022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
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如
实向主管税务机关同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
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未按规
定时间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审核时间:2023年3月15日-10月31日
（工作日）

二、申报方式
（一）网上申报
用人单位可通过PC端登录山东省人民政

府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http://
www.shandong.gov.cn/index.html)，搜索“全
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选择
对应行政区域查看进入办理。用人单位注册(首
次办理用户需要)、登录系统后，按系统提示填报
或 上 传 相 关 材 料 。 系 统 技 术 电 话 ：
4008600797。

（二）窗口办理

用人单位携带申报材料到主管税务机关同
级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申报审核。

（1）《2022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申报表》(原件2份，加盖公章);

（2）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原件1份，加盖
公章);

（3）残疾职工上年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通过金融机构向残疾职工支付工资情况证明(原
件1份，系统无法自动校验到参保和工资情况时
需提供);

（4）残疾职工的入职材料(复印件1份，如:
在编证明或劳动合同);

（5）残疾职工劳务派遣用工认定协议(原件
1份，存在劳务派遣情况的残疾人需提供)。

注:用人单位可以关注“滨州残联”微信公
众号，获取更多信息。

三、残疾职工认定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上注明属于

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
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级）的人员。

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依法
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含 1年）
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且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
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 1 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1-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
人证》（1-3 级）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 2 名残疾
人就业计算。用人单位跨省、市、区县招用残疾
人的，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
在本单位就业的，由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通过
签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残疾人数计入
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
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重要提醒：《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二十条措
施》（滨政办字【2022】64号）明确规定：未履行按比
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未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等法定义务的机关事业单位，不能参评先进单
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主要
负责人不能参加各级各部门开展的评先树优、表彰
表扬、奖励鼓励等活动。国有企业应将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予以披露。

咨询电话：
市 直：3185122 滨城区：3316586
沾化区：7812063 邹平市：4328763
惠民县：5328142 阳信县：8232986
博兴县：2382520 无棣县：6780566
开发区：3316586 高新区：3160281
北海开发区：6780566

滨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3年3月16日

滨州市2023年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