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区讯 （韩小风）9 月 27 日，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聊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文艺晚会在开发区市民服务中心
广场举行。开场舞《不忘初心》拉开了
文艺晚会的序幕。18个节目依次上演，
歌曲《中国人》《在希望的田野上》《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
程，唱出了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强化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开发区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举办“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文艺晚会、庆祝新中国70
周年图片展、“我与祖国共成长”少儿文
化艺术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
化进万家文艺演出、“我与国旗合个影”
等系列活动。同时，为了营造浓厚氛
围，开发区在主次干道两侧、机关单位、
居民社区等地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激
发广大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抒发对祖
国深深的祝福。

强化以主题教育紧密结合。开发
区把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
教育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紧密结合。组织开展党员干部到
孔繁森纪念馆开展党性学习、重温入党
誓词、组织观看《清贫的力量》和《历经
沧桑骨殷红——党的好干部孔繁森》党
性教育片，集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观
看红色电影、廉政警示教育活动等系列
党性教育活动。

强化网络媒体深入融合。充分利

用开发区“一网二微一号”（开发区新闻
网、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今日头条
号）等网络宣传阵地，围绕“我和我的祖
国”设置议题，运用喜闻乐见、便于参与
的方式，精心组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原创网络优秀作品征集大赛、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视频征集、网上知
识竞赛等互动性网络活动。在网站开
设专栏，大力宣传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宣
传改革发展的巨大变化和重大成就。

开发区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

又是一年重阳节，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开发区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氛，各
级各部门精心设计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弘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

10月7日，开发区中心敬老院内，热
闹非凡。一场以“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
情”为主题的文艺演出正在隆重上演。

《朝阳沟》选段、戏剧《七品芝麻官》、相声
《敬老院的佳话多》、杂技《罗圈献彩》、折
子戏《墙头记》等老人们喜爱的节目，依
次上演，陪伴老人们度过了一个开心的
节日。

“我们住的吃的都是党和政府提供
的，每年节日一到，还能看到这么好的节
目，我们都很高兴，很满足。”敬老院老人
纷纷表示。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10 月 7
日，蒋官屯街道在任庄村举办了以“九九
重阳、久久关怀”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
主题的重阳节文化活动。幼儿舞蹈《奔
跑吧，兄弟》、相声《一家亲》、河北梆子

《大登殿》、革命戏曲《黎明前的枪声》、豫
剧《辕门外三声炮》、《欢天喜地》、快板

《武松打虎》等节目将演出推向一个又一
个高潮，赢得了群众的阵阵喝彩。精彩
的表演、优美的歌舞、喜庆的氛围，吸引
了数百名村民观看。

“重阳节到了，街道办事处给我们举
办这么精彩的文艺演出，体现了党组织
和社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注和关怀，我
们非常感谢。”任庄村村民任保进老人高
兴地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重阳佳节
来临之际，东城街道办事处开展重阳节
慰问活动，对70周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
节日慰问并发放慰问金。

据悉，重阳节慰问活动是东城街道
每年工作中的重要安排之一，通过开展
重阳节慰问活动，既弘扬了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使老人
们感受到来自街道大集体的温暖，又营
造出了浓厚、和谐的节日氛围。街道民
政工作人员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东城
街道会更加着眼于关怀老年人，把关爱、
关心老年人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继续为
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又至重阳节 处处敬老情
□王小涵 贾伶玲 杜倩 谢家祥

“细节决定孩子一生”，学校管
理要长远部署，更要狠抓细节。近
几年来，东城小学把校园品位提升、
教师队伍建设、学生习惯养成作为
着力点，以提升师生幸福指数为奋
斗目标，助推学校成长与蜕变。

提升品味，打造育人环境

由于校区改造，截至2016年，东
城小学校园文化还是一张白纸。著
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好
的学校，墙壁也会说话”。为了发挥
校园的隐形教育功能，学校决定潜
心打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组织
学校骨干教师成立了东城小学校园
文化研究团队，关注学生习惯养成，
以传统文化为主线，确定了以国学
风范为主题的校园文化。让经典文
化直观具体地向学生传达教育理
念，影响学生思想品德、文明礼仪、
行为规范和学习自觉性，让每一面
墙壁成为具有潜移默化、滴水穿石
的力量阵地，达到“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彰
显全校师生的凝聚力，该校教师还
集思广益创作了《东城小学校歌》，
与校园文化结为一体，展示在启智
楼大厅，见证着这所学校的变化和
发展。

科研引领，开展学科教研

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是做好教育
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该校为老
师提供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机会。每
学期初，各学科教研组长都会组织
老师学习交流《新课程标准》，并进
行考核。为了提高老师读书积极性，学校教务处不定期组织教育
思想论坛座谈会、读书会，既提高了教师的综合素质，又促进了教
育思想火花的碰撞。学校还鼓励教师主动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
理念，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策略，派出多批次老师外出学习观
摩，探索课堂整合、小组合作探究等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的融合。
每学期举办毛笔字培训、普通话培训，通过学习、交流、研究等多
种途径，建立了一支师德高、业务精、功底硬、作风实的优秀教师
队伍。

学校坚持“以研促教”的宗旨，鼓励教师积极参加课题研究。
2016 年 12 月，该校获得“聊城市重大攻关科研课题学校”称号。
2017年8月，参加山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2016-2017年度
重大招标课题“区域推进中小学思维导图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研
究”开题会，获得“区域推进中小学思维导图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
研究实验学校”称号。

搭建舞台，狠抓习惯养成

“万丈高楼平地起”，和谐的校园环境、优质的师资队伍、严格
的管理制度，小学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到重要的基石作用。为了
让学生度过有意义的小学时光，两年来，学校从学生习惯养成、少
先队建设、校本课程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好习惯成就幸福人生”是纪怀勇校长经常对全校师生说的
一句话。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东城小学教导
处以“扫好地、排好队、跑好操、上好课、唱好歌、读好书、写好字、
做好人、吃好饭”九件小事为育人抓手，对孩子的一言一行提出了
规范和要求。两年来，学校各级领导始终把学生行为习惯养成当
做重点工作，孩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该校以“因材施教和提升各项基本素养，培养广泛的良好兴
趣，教会基本的生活技能”的原则，开设了舞蹈、古筝、排球、竖笛
等校本课程，致力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真正把学生培养成为全
面发展的人才。2017年，学校根据传统文化排演的经典诵读《百
善孝为先》获得了聊城市“新华杯”小学组一等奖；2018年11月，
在聊城市中小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组歌传唱汇演中，东城小学合唱
团获得第一名。在一次次的实践活动中，孩子们获得了成长，收
获了自信，更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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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讯 （赵超越）广平乡政府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举国同
庆的伟大日子筹备了精彩纷呈的活动，
为新中国喝彩，为新时代点赞，为新农
村加油。

精彩纷呈迎国庆。9月28日，广平
乡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广场舞汇演
在颐和家园社区文化广场举行，周边十
几个村庄的百姓观看了演出。颐和家
园社区地理位置良好，是广平乡第一个
新型农村社区，选择在这里举办广场舞
比赛不仅是表达对新时代好政策的感
谢与宣扬，更是向其它村民展示新型农
村社区的整洁漂亮。来自21个村的22
支广场舞队伍参加了这场广场舞文化
表演，将各村的特色融入舞台表演，赢
得了观众喝彩。

10月1日，广平乡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汇演在王楼村的乡文化广场举
办。该汇演以歌唱形式为主，由来自18
个村的30多名文艺骨干奉献了一场精

彩的歌唱祖国文艺表演。经典合唱曲
目《我和我的祖国》和各种爱国曲目《绣
红旗》《党啊，亲爱的妈妈》，营造出热闹
喜庆的节日氛围。各村党员观看了节
目，将欢度国庆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相结合，一起“忆初心、守
初心”，礼赞伟大祖国，表达美好祝愿。

乡村舞台创意多。位于殷马村的
殷马社区百姓大舞台此次为了欢度国
庆准备了众多创意性十足的节目，让广
平乡的百姓着实感受到了新乡村的蓬
勃朝气活力和浓郁风土人情。

殷马社区的大舞台LED屏幕上老
早就打出了“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标语，“殷民阜利、马壮人强”的条

幅也挂起来了，殷马村广场舞队为了国
庆准备了极具特色的节目——腰鼓《中
国歌最美》，还有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融
合了中国武术之美的鞭子表演，历史悠
久的吕剧、豫剧等中国传统戏剧表演。
节目单中几个特别的节目吸引了大家
的注意：来自殷马社区的优秀文化表演
新星，年仅9岁的张梦佳小朋友表演了
独唱《快乐 00 后》，12 岁的徐守瑞小朋
友表演了《赢在江湖》，王婧琪小朋友有
舞蹈和歌曲独唱两个节目。这些祖国
花朵们的表演让在场观众啧啧称赞。

祝福祖国更美好，广平乡各村都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同时，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纷纷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干净整洁
的硬化街道，清澈碧绿的河塘沟渠，人
人维护的人居环境……村内人，归乡
人，人人见证着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人
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红玫瑰广场
舞队的孙玉娥在文化站练舞时笑得合
不拢嘴，“今天我们过着如此幸福的生
活，还能发展爱好锻炼
身体到处表演，都是因
为咱们祖国的繁荣昌
盛 ，咱 们
要珍惜现
在的好日
子！”

广平乡

为新中国喝彩 为新时代点赞

聊城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是根据全省决
策部署，由政府财政支付保费，为全市人民在
自然灾害和特定意外事故中遭受的损失，提
供保险保障的一项普惠、利民的保险。

一、保险责任
（一）责任范围
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导致人员伤亡、

房屋和基本生活用品损失时，保险人按照保
险合同的约定赔偿救助金：

1.自然灾害：洪涝、干旱、台风、风雹、低
温冷冻、雪灾、地震、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
风暴潮、海啸、森林草原火灾；

2.特定意外事故：溺水、居家煤气中毒、
爆炸、火灾、触电，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责任人
无力赔偿的。

（二）赔偿限额
1.人身伤亡每人每次事故最高15万元，

其中医疗费赔偿限额不超过10万元。如：暴
雨引发洪水，王某和张某不幸被洪水冲走，发
现时王某已身亡，王某的家人可按照人伤最
高赔偿标准15万元/人，获赔15万元；张某送
医抢救，新农合报销后仍需自费5万元，按照
医疗费每人不超过10万元的赔偿标准，获赔
5万元。

2.房屋损失每次事故最高5万元/户。每
次事故每户免赔额200元。

仅屋顶或门窗受损的，根据材质构造或
损失程度不同，按照相应标准及受损面积进
行赔付；

如：仅为土瓦结构的屋顶受损的，单层瓦

面受损每平方米赔偿 120 元；双层瓦面受损
每平方米赔偿250元；仅门窗玻璃受损的，每
平方米赔偿60元。

墙体、屋顶、楼板等不同程度损毁或倒塌
的，根据受损程度不同，按照受损面积或倒塌
间数进行赔付；

如：墙体倒塌、屋顶倒塌、楼板倒塌或墙
壁与屋顶倒塌的面积之和不超过 10 平方米
（含）的，按每平方米200元赔偿；因洪涝长期
浸泡造成墙体损毁需要较大规模修复，修复
面积占房间墙体面积大于1/3而小于2/3(含)
的，每间自然间 5000 元赔偿；每户Ⅲ级倒塌
或损毁的间数达到3间以上的，可按照最高
赔偿标准每户5万元进行赔偿。

（1）因遭遇台风，张某家正在居住的房屋
有三间完全倒塌了，按照赔偿标准，张三可按
照每户最高赔偿标准5万元受到赔付。

（2）台风引发暴雨，李某家住低洼地区，
房屋因长期浸泡造成墙体损毁需要较大规模
修复，且修复面积达到房间墙体面积1/2的，
按照每间自然间5000元标准赔偿。

（3）孙某家中因电路老化发生火灾，导致
房屋大面积受损，根据房屋受损程度可获得
不超过5万元的房屋赔偿，孙某重度烧伤，被
确定为五级伤残，按照最高赔偿标准15万乘
以对应的赔偿比例60%，最终可获得9万元的
赔款。

3.居民基本生活用品损失
基本的生活用品（衣被、口粮和厨具）救

助（每次事故最高600元/户）

4.饮水困难的救助，由县级以上应急管
理部门根据灾情情况发起。

因灾饮水救助（每次事故最高60元/人/
月）

二、报案方式
（一）拨打保险公司电话报案
聊城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是由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中心支公司主
承保，您可拨打保险公司电话95500报案。

（二）通过微信公众号报案
1.微信搜索“山东省灾害民生综合保险”

并关注。
山东省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微信公众号

是由山东省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运营管理中心
负责运营和维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该公众
号负责宣传我省的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政策，
介绍防灾减损知识，提供报案及理赔进度查
询服务。

2.报案流程
（1）注册：请输入手机号→请输入图片验

证码→请输入短信验证码→请设置登录密码
→请选择地区→成功

（2）登录：请输入手机号/账号→请输入
登录密码→登录

（3）报案：我要报案→一键报案→选择出
险城市→出险信息【输入出险类型、姓名、身
份证号、手机号、事故时间、所在地区、事故地
点、事故原因、事故情况（请描述损失的具体
情况）】→报案人信息【与出险人关系、姓名、
手机号、身份号】→下一步→提交案件所需的

资料→确认提交（同时您将收到报案受理微
信提醒）

三、理赔流程
1.报案
保险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或当事人家属

可拨打当地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或者通过
“山东省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微信公众号平台
报案。

2.现场查勘
保险公司理赔人员联系当事人或当事人

家属进行现场查勘。对于保险责任明确，保
险公司可能不需要进行现场查勘。

3.立案
属于保险责任的赔案，理赔人员进行立

案登记。
4．单证收集
当事人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上传索赔材

料，也可以联系保险公司理赔人员递交索赔
材料。

①人伤救助案件索赔材料：
◆索赔申请书（由应急管理部门、村（居）

民委员会、镇（街、区）政府办公室或镇（街、
区）政府盖章）；

◆当事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复印件；
◆涉及死亡的，应当提供公安机关或医

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户口注销单；
◆涉及残疾的，应当提供具备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的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证
明，保险人认可残疾等级的可不提供；

◆涉及医疗费用救助赔偿的，应当提供

病历、诊断证明、医疗费、用药清单等医疗原
始单据（如果医保报销的，提供医保结算单及
医疗费用发票复印件）；

◆赔偿权利人与当事人的关系证明（如
公证书、户口本、派出所证明等）；

◆其他需证明事故的相关材料。
②住房损失救助案件索赔材料
◆索赔申请书（由应急管理部门、村（居）

民委员会、镇（街、区）政府办公室或镇（街、
区）政府盖章）；

◆当事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复印件；
◆当事人的房产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明；
◆其他需证明事故的相关材料。
5.理算
保险公司根据损失情况进行审核计算，

确定最终赔款金额。
6.赔款支付
保险公司在与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后5

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四、查询理赔进度
1.本人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助报案的，在

“我要报案”菜单栏中点击“案件查询”，可直
接查询理赔进度；

2.通过保险公司电话报案的，先注册登
录“山东省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微信公众号，
在“我要报案”菜单栏中点击“案件查询”，根
据弹出提示，输入身份证号和报案号查询理
赔进度。（报案号可在保险公司发送的手机短
信中查到。）

政府出保费 全民享保障
——聊城市灾害民生综合保险明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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