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专业，“托起”孩子多彩暑期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暑假来临，多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暑期托管服务，帮助广大家长解决
孩子“看护难”，孩子们也在日渐多元
的暑期托管服务中收获了成长。近日，
记者走进济南的一些托管班、文明实践
站，探访多方主体联合举办的暑期公益
性托管班的运转情况，看他们如何探索
“带娃”新招，共同托起孩子们快乐成
长的假期生活。

公益托管帮“带娃”

  每天早上8点，揣志强就把上小学的
孩子送到济南市市中区舜华社区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下午5点接回家，“有时我
们俩碰到加班的情况，还可以委托居委会
帮多看会儿孩子。”
  8月5日上午，烈日炎炎，记者在这个
文明实践站内看到，16个孩子正在惬意地
享受清凉。社区综合党委书记刘瑞霞介
绍，这里主要为社区“带娃”困难的家庭
提供免费托管服务。
  揣志强告诉记者，这里午饭统一吃
配餐，每天只需15元的伙食费。他是舜耕
街道抓疫情防控的基层干部，妻子也上
班，老人都远在外地老家，每到放假就
愁：上小学的孩子没人带。自从社区开
了公益性托管班，揣志强就把孩子送到
了这里，他很满意这个“家门口的托管
班”。
  一到假期就打怵的家长不在少数。托
管班里的一位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此
前，她只能让不到10岁的孩子独自在家。
公益性托管班，帮了双职工家庭的大忙。
  刘瑞霞的手机微信里，专门建了一个
托管班家长群，每天发孩子的情况，让上
班族安心工作，不必担心“后院起火”。
谁家孩子身体不适或者外出旅游，也都会
提前在群里请假报备。
  “你看，我也能做出漂亮的扎染作
品。”济南市育明小学二年级学生秦一丁
开心地对记者说。家长秦相龙告诉记者，
孩子通过社区的暑期公益性托管班参加了
一场“非遗零距离——— 体验传统文化·感
受扎染魅力亲子活动”，学会了扎结、染
色工艺，以及色彩搭配知识，还有放盐固
色的小妙招。“今年建南社区第一次组织
了托管班，就在我家楼下，20个孩子由大
学生志愿者带着，自从把孩子放到这里，
我们就不担心孩子在家里光看电视、打游
戏了。”秦相龙说。
  记者从济南市妇联了解到，目前，济
南市开设了327个公益性的“家门口的暑
期托管班”，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此外，部分区县在暑假也开展了类似
公益活动，像章丘区今年暑假有20所学校
和社区联合起来，接近200名教师利用假
期为1000多名学生义务提供托管服务，特
别是留守儿童、看护困难家庭。济南市总
工会也通过各级工会组织，整合资源为企
业职工子女提供公益看护服务。

联手托起快乐假期

  8月3日晚上，文联电影放映队给建南
社区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免费放电影；8
月4日下午，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带
领下，到附近的JN150文化创意园参观了
梵高艺术画展，参与红船制作、泥塑等手
工体验活动；8 月5 日下午，社区邀请了
一位老党员来讲革命故事……
  “ 基 本 上 没 花 钱 ， 都 是 靠‘化
缘’！”负责托管班的社工孙萌萌开玩笑
说，托管班的场地是居委会搬走后的闲置
办公室，原来的桌椅、空调、投影仪等设
施都派上了用场；小区物业公司免费供应
饮用水；业委会也将办公室让给孩子们作
为备用的活动场所；社区居委会提供了电
脑、饮水机等；联系的很多活动只收材
料费。
  托管班的日常管理主要是小区的大学
生志愿者王梓岳来承担，这名山东大学的
学生整个暑期当起了“孩子王”，二七街
道给他配备了一名志愿者协助。20名孩
子，从一年级到初二都有，王梓岳的方法
就是“大帮小”，学习搭配活动，利用自
己的化学专业特长，带孩子做趣味实验，
组织“跳蚤市场”售卖二手闲置物品等，
各种活动让孩子们开心过暑假。
  舜华社区的托管班由社工王姗姗负
责，她有两位助手。孔雪淼是团委招募来
的大学生志愿者，谭开英是来自社区的志
愿者，她的孩子也在这个托管班里。在此
之前，山东大学的五名大学生在这里进行
暑期社会实践，半个月的时间和孩子们玩
成了好朋友，走的时候，孩子们哭成一片
不让走。
  妇联、团委、教育等各单位的资源嫁
接，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更重要的是补
进专业力量，让社区“家门口的托管班”

不仅办得了，还能办得好。刘瑞霞在群里
公布的托管班课程安排显示，济南市青少
年宫每周派专业力量到社区服务，开展特
色艺术课，积木、泥塑、围棋、手工、科
普小实验……
  “都是学校里没有的。下周，一家社
区银行来给孩子们讲一堂公开课，为孩子
树立守信重诺的意识。”刘瑞霞说，公益
托管班虽然是免费的，光把孩子们圈起来
不行，必须有内容、有吸引力，还得专
业，让孩子们乐意来。为了丰富托管班的
内容，社区积极调动共建单位的积极性。

孙萌萌所在的托管班每周二的美术课，由
社区内的一家培训机构无偿上课。
  据济南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
的暑期“家门口的托管班”结合各自资源
优势，设计开展主题活动，邀请检察、公
安、应急管理等相关职能单位领域专家，
为孩子们举办普法和安全教育；动员社区
“五老”力量、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
爱心妈妈为托管班开展志愿服务。像地质
博物馆、气象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禁毒
预防教育展览馆等都成了孩子们集体打卡
的热门场所。

32022年8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蔡明亮 杨庭栋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bjzx@126 .com

强降雨来袭 全力做好各项防范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我省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8月7日讯 根据省气象台预
报，受副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8月7日夜间至10日，我省中北部地区
降水频繁，局部将迎大暴雨，并伴有雷电
和7-9级局部10级以上雷雨阵风。本轮降
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中小河
流洪水、山洪等气象风险较高，防汛形势
复杂严峻，省水利厅8月7日13时启动洪水
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预计此次降雨期间，全省累积平均降
水量50-70毫米，其中，德州、聊城北部、滨
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
青岛北部、烟台和威海70-120毫米局部200
毫米以上；聊城南部、济南南部、泰安、淄博
南部、潍坊南部、青岛南部和日照20-40毫
米局部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5-10毫米。最

大小时降水量50-90毫米。
  7日夜间到8日白天，德州、滨州和东
营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济南北部、淄
博北部、潍坊北部、青岛北部、烟台和威
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8日夜
间到9日白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
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和半岛地区有
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9日夜间到10日白
天，半岛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鲁
西北和鲁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
暴雨。
  入汛以来，我省经历多场强降雨过
程，水利工程普遍蓄水较多，部分地区工
程长期高水位运行。为切实做好本轮强降
雨防范工作，省水利厅7日印发通知，对
水利工程重点防御工作进行部署。
  针对正在行洪的工程、蓄水偏多的工

程，以及未经过暴雨洪水考验的新建工
程，要加大隐患排查力度，确保问题能够
及时发现、及时处置。要全面摸排水库下
游河道及山洪沟内生产桥、生产便道、挡
水堰等阻水设施，抓紧采取必要措施，确
保洪水平稳下泄。对于长期未启动的启闭
设施、备用电源、抢险设备，要抓好测试
维护、留足备份，避免因故障贻误战机、
造成损失。小型水库、小水闸、山洪沟等
防洪标准低的工程，以及中小河流堤防险
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要充实
巡查防守力量，确保一旦出险第一时间处
置。尤其是小型水库，要备足彩条布等必
要抢险物资，落实紧急扩挖溢洪道等防漫
坝垮坝措施。病险水库主汛期原则上一律
空库运行，必要时强排降低水位，避免强
降雨情况下水位急剧上升造成漫坝风险。

  要突出做好预警转移避险，密切监视
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加密测报频次，滚
动预报洪水过程，努力提高预报精度，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直达一线。要对山
洪灾害危险区做好排查，特别是河道沿
线、水库下游、低洼易涝等关键区域，提
前划出重点、明确风险、消除隐患、制订
预案。要坚持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相结
合，及早发现山洪灾害征兆，预警信息第
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及时提请基层地方
政府组织受威胁区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
  根据目前资料分析，12日前我省一直
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11-12日仍有较明
显降雨。由于副热带高压形势复杂多变，
气象部门将严密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
精细化预报预警。

今年山东高考共录考生743747名
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愿计划完成率连续3年达到99 . 99%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8月7日讯 今天上午，记者
从我省2022年高考第三次新闻发布会获
悉，从7月5日开始的我省普通高校招生集
中录取工作，截至8月6日平稳结束，这一
阶段全省共录取考生743747人，其中本科
录取311993人。
  2022年，我省报名参加高考考生共
86 . 7万人，其中夏季高考65 . 7万人，春季
高考21万人。今年在我省招生的普通高校
共1884所，共录取考生743747人。其中，
本科录取311993人（包括夏季高考288893

人，春季高考20879人，保送、单招等2221
人）；专科录取431754人（包括夏季高考
242568人，春季高考51573人，单招和专科
综合评价招生137613人）。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我省高考录取工作呈现以下特点：录
取人数增加较多。2022年高考录取人数比
去年增加55238人，其中本科录取人数比
去年增加17620人，专科录取人数比去年
增加37618人。
  改革成效更加突出，实现考生和高校
双赢的局面。对考生来说，志愿满足率进
一步提高，夏季高考普通类考生96个志愿
中 ，前3 0 个志愿投出1 6 6 8 8 9 人，占
72 . 33%；前70个志愿投出224646人，占
97 . 36%；最后26个志愿投出6080人，占
2 . 64%。考生志愿填报科学合理，“录其

所愿”“学其所好”。对高校来说，计划
完成率明显提高，普通类常规批第一次志
愿计划完成率连续3年达到99 . 99%。
  为考生提供温馨服务，录取工作更加
公平公正。坚持重大事项“集体议事、集
体决策、公开透明”，确保“不录取一个
应退档考生、不退档一个应录取考生”；
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设立高考志愿填
报专栏，阅读量560万人次；向考生发送志
愿填报提醒和录取去向短信573万余条；设
置4个信访接待室，设立高考政策咨询平
台，全过程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集中录
取阶段结束后，还有以下事项需要注意：
根据我省招生录取政策，夏季高考和春季
高考双录取的考生，必须确认1所就读高
校。双录取考生务必于8月7日至8日（每

天9：00至18：00），登录山东省2022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h t t p s：/ /
wsbm.sdzk.cn）选择确认就读学校。逾期不
确认的，将视为放弃2022年高考录取资格。
  我省今年将继续开展高职（专科）院
校注册入学工作。有专科缺额计划的我省
普通高职（专科）院校和民办本科高校
（含独立学院），可申请参加注册入学招
生。集中录取阶段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参
加注册入学。注册入学工作预计在9月中
下旬开展，请考生及时关注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官网发布的相关信息。
  此外，为确保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我省已出台“全
链条”资助政策。具体资助政策请登录山
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h t t p s ： / /
sdxszz.sdei.edu.cn）网站查询。

我省打造“鲁菜师傅”

培训品牌升级版
创新三种培训模式，加强品牌建设

  □记者 张春晓 通讯员 范洪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省财政厅决定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鲁菜师傅”创业能力提升培训试点工作，打造“鲁
菜师傅”培训品牌升级版，通过创业能力提升促进“鲁菜师傅”创业
者扩容提质，带动更多鲁菜烹饪技能人才就业创业，推进城乡劳动者
稳定就业、自主创业。
  我省创新三种“鲁菜师傅+”培训模式。开展“鲁菜师傅+”创
新培育，探索建立“鲁菜师傅+”培训联盟，共同研究制订培训方
案，共同参与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及考核评价等。支持开展“鲁菜师
傅”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推动厨艺交流和岗位练兵。鼓励符合条件的
“鲁菜师傅”个人或初创企业参加山东省创业大赛，提高创业实战
能力。
  推进“鲁菜师傅+”体系发展。开展项目推介、创业指导、创业
咨询等一系列创业服务，为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提供创业担
保贷款，降低创业者和初创企业融资成本，鼓励其创新创业。
  加强“鲁菜师傅+”品牌建设。挖掘“鲁菜师傅+”典型创业培
训项目，打造地方特色品牌。探索建立“鲁菜师傅”国际技能培训
品牌。
  在培训项目上，我省重点打造四类“鲁菜师傅+”培训项目。
“鲁菜师傅+菜品预制”：探索开发鲁菜预制菜“技能+创业”培训
课程，丰富线上线下培训资源；“鲁菜师傅+山东手造”：依托全省
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等资源，面
向社会广泛征集打造涉及鲁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色菜式、特
色宴、预制菜等适合劳动者创业的培训项目；“鲁菜师傅+电商直
播”：加快推进“鲁菜师傅+网创”项目，支持农餐企业开展“鲁菜
师傅”电商直播适岗培训；“鲁菜师傅+文化旅游”：探索建立“鲁
菜师傅+文旅”创业培训模式，不断完善和提升“鲁菜师傅”文化
积累。
  我省提出，各市应结合当地“鲁菜师傅”特色培训开展实际及产
业发展需求，确定1-2个县（市、区）开展“鲁菜师傅”创业能力提
升培训试点工作，擦亮“鲁菜师傅”培训品牌。

枣庄“听竹”工程

助力化解劳动纠纷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近日，记者从枣庄市总工会了解到，枣庄市实施
“听竹”工程以来，市总工会协助市人社部门在8个镇（街）、17家
企业配备“听竹专员”150余人，设立品牌调解室54个，全面构建一
体化基层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协商、调解处理体系。
  据介绍，“听竹”工程构建以预防、基层、协商、调解为主的
“一窗受理、接诉即办、分类施策、协调联动”的一体化劳动人事争
议多元柔性化解平台，让职工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
  据统计，去年以来，枣庄市“听竹”工程共受理协商、调解劳动
纠纷案件897件，成功化解619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110余万元。

呼唤更多托管专业力量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记者蹲点中发现，目前不少地方的公
益性暑期托管班做得风生水起，得到了广
大家长的好评，但托管班的专业性、系统
性还有待提高。济南市恩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市中区妇联兼职副主席贾雯
坦言，在实践探索中，托管班还需要提高
含金量，逐步规范化。
  像舜华社区的托管班因紧靠着市中区
艺术教育基地，相对资源丰富，场地也宽
裕，但并非每个社区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仍有不少社区因场
地、资源不足，难以开展公益托管服务，
特别是农村地区。而托管班的管理队伍都
是“社工+志愿者”，虽然有基础的培
训，但不够稳定、专业。
  托管的内容安排多数是基础服务，通
过资源嫁接的免费活动“一锤子买卖”居

多，“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问题较为普
遍。像效果较好的扎染等非遗传统文化体
验活动，必须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社区
综合党委书记刘瑞霞说：“社会上的免费
资源也不敢随便用。孩子是一张白纸，内
容必须把好关。”
  此外，限于场地等因素，一些托管班
不敢扩招，比如世纪佳园的公益托管班只
能招20个孩子，但实际需求远不止这些，
只能按照报名顺序“先到先得”。同时，
他们拒绝了一名5岁的孩子，因为没有专
业的幼儿教育经验，学龄前儿童也没
法接。
  公益托管目前还刚起步，做不到覆盖
多层次、大范围的需求。如何将各种优势
资源进一步整合，打造公益性+专业性的
供应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现实需求，尚
有待进一步探索。

  托管班的孩子们到JN150文化创意园参观梵高艺术画展。（□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梓岳 报道）

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吸引1230个项目参赛
　　□记者 张春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2022年中国·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报名
截止，此次大赛共有1230个博士后项目报名参赛，掀起了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创优争先的热潮。
　　中国·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博士后创新创
业赛事，至今为止已举办三届。大赛以“博揽英才创领未来”为主
题，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指导，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山东大学主办。今年大
赛公告发布以来，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1230名博士后携创新创业项目
参赛。
　　今年的大赛，聚焦制约山东经济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难
题，进一步细化产业分类，在创新组和创业组的基础上，增加揭榜
组，联合“政、产、研、金、服、用”各领域，设置“山东省博士后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岗位138个。
　　在奖项设置方面，本届大赛为创新组、创业组分别设置金奖、银
奖、铜奖及优胜奖若干名。金奖奖金20万元，银奖奖金10万元，铜奖
奖金5万元，优胜奖奖金1万元，同时为金、银奖获奖博士后颁发“山
东惠才卡”。获得铜奖的博士后将被纳入市级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
务范围。“揭榜组”除直接获颁“山东惠才卡”外，还可在支持期内
获得科研经费支持及不低于30万元的综合薪酬待遇，且在站期间或出
站留鲁工作后均可根据个人科研实际，直接申报正高级或者副高级
职称。

中国（济宁）先进碳材料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刘丁 李超 报道
  本报嘉祥8月7日讯 今天，中国（济宁）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在嘉祥县举办，汇集高校院所及碳材料产业界的高水平专家和
创新资源，促进先进碳材料政产学研用深度合作，不断引领先进碳材
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次高峰论坛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济宁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行业内顶尖专家，聚焦先进碳材料产业科
技创新和行业未来，分9个专题进行主旨演讲，吸引了全国碳材料产
业链有关企业100余人参会。
  本次高峰论坛设有先进碳材料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环节，同时，
对“大规格UHP接头焦生产工艺技术”“高能量密度负极焦生产工
艺技术”“细结构特碳石墨材料生产工艺技术”等3项科研成果进行
鉴定并现场发布了鉴定结果。

（上接第一版）按照处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且承租市属国有企业房产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6个月房租的政策，我们减免了
68 . 9万元的房租，并且是‘免申即享’，极大缓解了经营压力。”威
海美辰口腔医院负责人欣喜地说。
　　有温度的政策需要有力度的落实。山东简化程序优化流程，强化
宣传解读，加强监督督导，确保各项纾困政策落地落实。《实施方
案》每一条措施均明确了办理方式，其中“免申即享”的政策接近一
半。特别是房租减免明确实行“免申即享”，极大增强了政策覆盖的
广度深度。截至6月底，全省共为66016户符合政策的租户减免房租
16 . 99亿元。
　　随着一系列纾困政策落地见效，我省服务业加快恢复、稳步增
长。上半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22190亿元，同比增长3 . 5%。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对出台政策落实情
况的调度，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并适时推出新的政
策措施，加快推动服务业恢复增长、扩能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