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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华润实验小学入选

省首批AI试点学校

导报讯(记者 刘春歌

通讯员 徐峰)近日，淄博市

张店区华润实验小学成功入

选为山东省首批人工智能试

点学校。

淄博市张店区华润实验

小学拥有支持教学融合、网

络教研、科研的未来教室、

智慧教室、云教室及创客教

室等多种智慧化学习空间。

在人工智能（AI）的支

撑和推动下，该校将努力运

用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

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改 变 传 统 教 育 模 式 ， 实 现

“ 个 性 化 、 差 异 化 、 协 作

式”的智慧教育模式。

淄博爱蓝学生志愿者

献爱心资助贫困儿童

导报讯 近日，淄博慈

善爱蓝助学义工站40名学生志

愿者在家长的陪护下到银行

办理“压岁钱”存款活动，

存款的利息将用于资助贫困

山区的儿童。

淄博慈善爱蓝助学义工

站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学

生志愿者报名人数100余人。

活动本着自愿、公开的原则，

所有“压岁钱”的利息由市慈

善总会负责保管和支配，并

定期向家长群公布资助的项

目、金额等，接受社会监督。

(车文刚 周树彬 任萍)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

通讯员 路春菲)近日，淄

博市创业担保贷款“扬帆

行动”集中宣传周正式启

动，在张店区大学生创业

孵化园举行政策宣讲活

动，给年轻创业者们带来

了“大礼包”。今年淄博

市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发

生了新变化：创业个人的

贷款额度由过去的10万元

提高至15万元。

“扬帆行动”是淄博

市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品

牌活动，从20 1 5年起每

年联合财政、金融等部

门开展政府贴息贷款促

创业“扬帆行动”，活

动中送政策上门，也会推

出一些特色贷款产品。在

各区县，结合区位特点和

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

推出了“扬帆行动区县

行”活动，为种植、采摘

和观光旅游产业提供了贷

款支持。

从宣讲现场了解到，

目前淄博市创业担保贷款

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针对

创业者个人的，贷款期限

最长两年，最高额度提高

到15万元；一种是针对在

担保机构完成小微企业认

定的小微企业的，贷款期

限最长两年，贷款额度最

高为300万元；为加大对

人才创业的支持，淄博市

还专门推出了针对大学生

新创办项目的创业担保贷

款，最高额度为30万元，

利率不高于基准利率上浮

3个百分点。
◆记者 周海波 通讯员 刘刚 贾莹

近日，由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消保委联合举办的“3·15”

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今年“3·15”期间，淄

博市共安排开展十项活动，打造诚

信消费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

倡导线下无理由退货

今年“3·15”期间，淄博市共

安排开展十项活动，分别是：召开

“3·15”新闻发布会、设置媒体曝

光台、制作主题公益宣传片、组织召

开“倡导诚信政企联手座谈会”、开展

专项执法行动、稳步推进农村消费

市场专项治理工作、开展“诚信经

营放心消费知识竞赛”活动、开展

消费教育大讲堂活动、组织开展

“透明工厂”市民开放日活动，以

及开展放心消费承诺践诺活动。

淄博市以“放心消费”创建活

动为目标，确定12个消费领域为重

点，广泛吸引线上线下大中型经营

者积极参加放心消费承诺践诺活

动，大力倡导线下无理由退货。活动

范围涉及张店、淄川、博山、周村、临

淄、桓台、沂源、高青、高新区、文昌湖

区、经开区等多个区县和开发区。

2018年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549 . 43万元

2018年，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

17662件，同比下降59 . 65%。其中，投诉

13644件、举报2085件、咨询1933件。本

年度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49 . 43万

元，罚没金额25 . 99万元。

根据投诉量排名，消费者投诉

十大热点为日用百货、交通工具、

家用电器、居民服务、通信器材、

文化娱乐服务、装修建材、餐饮服

务、食品、修理维护服务。

2018年，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共

组织抽检纸制品、童车、儿童玩

具、消防产品、钢材、电器商品(电

线电缆、开关插座)、汽车配件等10

类普通类商品以及网络交易服装家

纺类商品；共抽检普通商品11类，

271家经营者、网络交易电商平台2

个，合计564组(批次)商品，其中合

格商品468组(批次)、不合格商品96

组(批次)，涉及不合格商品经营者65

家，商品抽检合格率为82 . 98%，经

营者抽检合格率76 . 01%。

有力打击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2018年，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共

受理各类投诉举报、质量申诉、业

务咨询341起，100%按时办结。对

300余家企业进行执法检查，立案查

处违法案件3 3 1起，查获案件货值

733 . 9万元，罚没款586 . 85万元，有

力打击了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

在严格规范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中，日常监督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922家、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检验

检测机构 6 6家，发现并督促整改

3026项问题隐患，特种设备专项监

督检查排查企业3 4 5家，发现隐患

692项，已督促整改533项。

2018年，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共

检查食品药品相关单位1 0 . 7 4万家

次，查办食品药品违法案件 1 9 8 5

起，配合公安部门破获食品药品犯

罪案件11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4

人。接受举报投诉咨询6780起，回

复率和满意率达100%。

“扬帆行动”助力大学生创业

个人担保贷款额度提至15万
淄博多举措保护消费者权益

十项活动打造诚信市场

导报讯 (记者 巩辉

通讯员 刘峻峰 肖群 )

针对当前小微企业“融

资难”“融资成本高”的

问题，中国银行淄博分行

积极探索，敢于创新，推

出一系列新型小微企业产

品，不断助推小微企业更

好、更快发展。该行积极

与政府部门对接，探索产

品创新，成功叙做全省首

笔“小微快贷+中银网融

易”业务。

该行充分借助总行

“中小企业跨境撮合平

台”，帮助科技型小微企

业客户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资金和管理，提升生

产技术、经营和管理水

平，增强企业竞争力。截

至2018年末，中国银行淄

博分行普惠金融重点领

域贷款余额11 . 95亿元，

较年初新增1 . 10亿元，增

速10 . 1 4%，高于全行贷

款增速；户数884户，较

年初新增344户；普惠金

融定向降准口径贷款余

额6 . 79亿元，较年初新增

1 . 35亿元，定向降准新增

贷款占各项人民币贷款

新增的19 . 82%，圆满完成

两增两控、定向降准任务

目标。

中行淄博分行呵护小微企业发展

办理全省首笔
“小微快贷+中银网融易”业务

导报讯(记者 周海波 马金)

3月9日晚，淄博市京剧院新编历

史京剧《手镜》在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成功上演。国家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劳动监察局局长王

程，国家京剧院党委书记、院长

宋晨，中国戏曲学院党委书记龚

裕，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戏

曲音乐家尹晓东，梅兰芳纪念馆

馆长刘祯，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

研究所所长江东，中国艺术研究

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中国

京剧》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封杰

等，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

荣青，淄博市副市长、民革中央

联络部副部长(挂职)张庆盈，淄博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茂松等，与首都800多名戏迷朋

友一起观看了演出。

此次演出是受共建单位国家

京剧院特别邀请参加的“致春

天”展演活动。

“致春天”是国家京剧院近

年精心打造的重要演出品牌。从

2014年开始，国家京剧院每年都

会在3月初举办“致春天”系列演

出活动，邀请众多京剧名家新秀

轮换上演经典剧目，在全国“两

会”期间为首都观众奉献质量上

乘的京剧艺术精品。今年的“致

春天”展演，国家京剧院一共上

演10台优秀剧目。

新编历史京剧《手镜》是淄

博市京剧院历时两年精心打造的

优秀剧目，由李书圣、王鹏、高

志娟编剧，著名京剧艺术家、原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周龙教授担

任导演。故事取材于王渔洋家书

《手镜》，剧本曾入选“山东地

方戏振兴与京剧保护扶持工程”

2017年度资助项目。该剧以“清

慎勤”“不负民”的好官、淄博

历史文化名人王士祯为原型，在

史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创作而

成，讲述了一个有关忠勤报国、

勇于担当与家风家训、为人立世

的故事，对于传承弘扬中华民族

良好的家风及传统美德，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

在《手镜》梅兰芳大剧院演

出现场，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设

置了文化旅游宣传咨询台，安排

专人负责，现场发放淄博旅游手

册、淄博旅游地图等宣传制品

1000多份；桓台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李学芳带队组织发放王渔洋

相关宣传材料。借助《手镜》演

出平台，进一步宣传了淄博优质

文化旅游资源和特色线路产品，

为北京游客走进淄博、乐游淄博

创造了条件。

“在全国‘两会’期间进京

为首都观众演出，这是淄博市京

剧院的荣耀。我们是受国家京

剧院邀请，参加国家京剧院组

织的‘致春天’展演，是唯一一

家受邀请的地市级院团。”淄博

市京剧院院长李方才说，淄博京

剧院有着优良的传统，从1964年

《红嫂》赴京展演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亲切接见，1991年《焦裕

禄》、 2 0 0 1年《红嫂》二次进

京，到2013年《诗杰王勃》进京

演出，再到今天《手镜》唱响京

城展示风采，将淄博最为优秀的

戏剧演出推到京剧的最高殿堂

上，这样的演出、锻炼机会是对

院团整体实力的一个极大提升，

更是对淄博地域文化的一次大力

推广。

“《手镜》演出给北京观众

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以后进京演

出打下了坚实基础。”著名京剧表

演艺术家、马派传人安云武说。

国家京剧院一团团长脱志国

说，“没想到淄博京剧院能排出

这么好的戏，老生的功底太棒

了！一个半小时的戏他得唱了一

个小时，如果没有好的功底是很

难胜任的。祝贺周龙导演编导这

么一出好戏，也祝贺淄博市京剧

院演出成功！”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梅兰芳大

剧院是以京剧大师梅兰芳名字命

名的国家级演出场所，隶属于国

家京剧院。“国家京剧院对淄博

京剧院的艺术发展给予了全方位

的支持和引领，除了牵线搭桥，

引荐我们的演员拜得名师、派出

名家亲临指导外，更为重要的是

立足国粹艺术的倾囊相授。因

此，这次进京演出也是一次汇报

和学习，为淄博京剧院向‘国字

号’院团看齐提供了良好的契

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淄博

市京剧院副院长孟庆标说。

据了解，“致春天”演出后，淄

博市京剧院近期将在淄博大剧院

举办回淄汇报展演，展示淄博市

京剧院进京演出的成果和近一段

时间以来青年演员培养和剧目排

演的成果，同时也让淄博的戏迷

朋友过足戏瘾。

淄博市京剧院作为“致春天”展演活动唯一受邀的地市级院团亮相首都

新编历史京剧《手镜》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2 0 1 8年，

淄博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共受

理 消 费 者 投

诉、举报、咨询

17662件，同比

下降59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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