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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关乎生命，关乎家庭。御捷电动车在安全性方面，
（E300平台）电池均采用底部布局，解决了电池安全隐患，而
且采用双层防撞钢梁防护。并一次性通过乘用车正面碰撞及
侧面碰撞试验，稳定性极强，有效防止侧翻。企业斥巨资打造
独享的IMS智能云平台，可实时远程监控车辆电池、电机、电
控、车载数据，及时有效的向后台及用户发送预警信息，有效
排除汽车运行安全隐患。御捷新能源拥有雄厚的资金链，先
进的科研实力，领先的工艺技术和卓越的验证能力。产品在
市场上得到认可，并连续五年取得销售冠军。

债权债务公告
我公司（枣庄华龙制衣有限公司）

股东杨婷、杨得永将自己持有所有股
权无偿转让于李乾坤、李金元，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前，凡与枣庄华龙制衣有

限公司的债权债务及其其他业务纠纷
的人员和单位，应在本公告规定的时
间内向债务人主张权利。逾期未予追
索的，视为自动放弃。股权转让后，我
公司之前的债权债务与李乾坤、李金
元无关，李乾坤、李金元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由此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经
济责任和后果均自行承担。

追索时间：2017 年 09 月 07 日起
至截止日2017年10月22日。

枣庄华龙制衣有限公司
2017年09月07日

遗失声明
滕州市海德源海带加工厂不慎丢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营 业 执 照 号 ：
91370481MA3C05XA97，声 明 作
废。

本报讯 秋风送爽，丹桂
飘香，金秋时节，龙泉街道中心
小学—羊庄镇中心小学学校发
展共同体首次座谈会在龙泉街
道中心小学接待室隆重举行。
出席座谈会的领导有滕州市教
研室仇光伟主任；龙泉教委办
张泽旺主任、羊庄镇教委办郭
本忠主任、龙泉教研室的黄孝

仲主任、龙泉街道中心小学刘
继方校长、王玮副校长、魏欣主
席、钟领军主任、羊庄中心小学
孔令明校长、朱宝家副校长、李
磊主任；羊庄二中俞廷明校长、
徐道峰副校长、梁开甫主任；以
及共同体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们
共39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

据悉，为了促进城乡教育

均衡，努力实现教育公平，滕州
市教育局将龙泉街道中心小学
—羊庄中心小学（羊庄二中）组
成了共同体，根据市教育局的
要求，共同体学校校长在市局
会议后，进行了两次面谈，多次
电话交流与网上交流，对共同
体建设达成了共识，我们双方
均选出了骨干教师参与支教，

拟订了共同体建设理念，以三
年为周期，统筹规划；深度合
作，实现共同发展，制定了共同
体建设方案，确立了第二轮第
一年共同体建设支教等一系列
问题。确保共同体建设持续有
效、有力推进，积极宣传，广泛
动员，形成全体师生参与共同
体建设合力，不断强化工作举

措，推动各项工作特色发展、内
涵发展。实现教师的有效流动
和学校发展共同体制度建设效
益的最大化。进一步整合优质
教育资源，推进教育资源共享，
逐步缩小校际差距，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学校整体办学水平，
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
教育的需求。（通讯员 魏欣）

精准帮扶谱新篇 携手共进同发展
龙泉街道中心小学—羊庄镇中心小学举行学校发展共同体座谈会

本报讯 9 月 8 日，在第
33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滕西
中学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获
得市、街道及学校表彰的优秀
教师代表上台领奖。

表彰大会分四个议程。首
先由翟胜敏副校长宣读学校表
彰决定；受到表彰的教师代表
上台领奖；优秀教师、支教先

进个人和新分配教师代表依次
发言。最后王军校长对新学期
如何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如何
强化德育、教学相互促进共同
提高做了充分的阐述，并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

表彰大会是一次成功的新
学年的鼓劲会。受到表彰的教
师表示，要珍惜荣誉，增强责

任感，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再接再厉，取得新的更大
的成绩。全体教职工也纷纷表
示要以这些优秀教师为榜样，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扎实工
作，积极投入到学校各项工作
中去，为学校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通讯员 梁敏 杨昆）

滕西中学召开2017年教师节表彰大会
本报讯 秋季开学第一

周，南沙河镇西古石小学举行
了逃生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全
校师生参加了本次演练。

为保证演练活动顺利进
行，学校制订了详细的应急疏
散演练方案，并召开主题班
会。对每位教职员工进行了明
确分工，以确保演练学生的安
全 。 9 月 8 日 上 午 10 时 10

分，校园突然响起急促的警报
声，100余名师生迅速从教学
楼和办公室紧急疏散，各班主
任立即指挥学生迅速而有序地
从教室的两个出口跑向操场集
合地点，仅用1分5秒全校师
生就疏散到宽阔的操场内。这
次演练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安全
意识。

（通讯员 朱广俊）

西古石小学举行逃生应急疏散演练

9月7日下午，洪绪中心小学举行规范养成暨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学雷
锋标兵、革命传统教育专家田传雨先生作专题报告，通过讲述英雄事迹和革命军队发展史，
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通过此次活动增强了同学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努力学习文化课的信心，对新学期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特约记者 张启瑞 赵丹丹 实习生 张华莉）

洪绪中心小学举行规范养成暨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洪绪中心小学举行规范养成暨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已的美味，比如

色泽红润的北京烤鸭，香喷喷的西安羊肉泡馍，云南的过桥米
线，还有让人垂涎三尺的山西刀削面……说起食物我们上到宴
会上的正餐大菜，小到到街头村落的风味小吃，这些美食那是数
不胜数，舌尖上的中国有万千美味而我最喜欢吃的依然是本地
的著名小吃——滕州菜煎饼。

在我们滕州，菜煎饼是家喻户晓的美味小吃。本地人常说:
“滕州人没有吃过菜煎饼的那就不是地道的滕州人，来滕州旅游
观光的游人要是没吃过菜煎饼，就是白来滕州了”。所以有机会
远方的客人一定要尝尝菜煎饼是什么味道。

菜煎饼是现做现卖所以吃起来热乎乎的，煎饼脆脆的，颜色
黄澄澄的，新鲜的蔬菜健康又美味，在滕州人们吃完菜煎饼总要
擦擦嘴上的油。在滕州每一个菜煎饼店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菜，
胡萝卜，粉条，白菜，韭菜……还有大桶小桶的辣椒酱，想吃什么
这可以根据你的口味来定。这些菜掺在一起色彩缤纷，上面还
泛着点点油花。紧帖着皮儿的是一层鸡蛋，黄白相间。

菜煎饼做法很简单。首先做一个薄如蝉翼的面饼，先放上
菜，最后浇上油，放在铁鏊上，然后用手一翻，撒上一层菜，在摊
上一层饼，摊平。重复几遍，再轻巧地翻个身。一盘让你的口水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菜
煎饼就出炉了。每次
看 到 它 ，我 都 垂 涎 三
尺 ，忍 不 住 要 咬 上 一
口。这就是我们的滕
州菜煎饼，一个常年在
我们舌尖上吃到的美
味。
（指导老师 王玉彬）

滕州美味—菜煎饼
北郊小学六年级一班小记者 翟汉文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今天是个出去游玩的好日子，我们一
家开车来到翼云湖贵族部落。

它坐落在山亭区的西北方向，虽然它没有大城市那番繁华，
但它远比大城市清静，当你抬头看那些山脉时，山间的小路就如
同一条白色的巨蟒盘在山间，当你刚踏进大门时，首先映入你眼
帘的是各式各样的集装箱式的房子和草地，随着好奇的脚步我
们来到了岸边，那里停了许多船，有快艇，画舫船，也有豪华快
艇，我最喜欢的是豪华快艇，豪华快艇的船身为白色，后面有个
黑色的发动机，船旁边有四根铁棒，在铁棒上面有张黑绿色的遮
阳布，船底为红色，整个颜色搭配起来不但自然，而且也很美观。

从岸边向左走就会有六个轮胎的秋千，其中有一个最高，离
地面差不多有50厘米，我坐上去，妈妈边推边告诉我说“现在条
件好了，之前我们玩的秋千是用一个麻袋，旁边串几个小孔绑在
树上，如果一不小心还会摔下来。

最有趣的是集装箱改造成的宿舍，从远处看，那就是一排排
普通的集装箱，但透过玻璃向里面看时，那里面装修可是非常奢
华的，其中有一个白色的集装箱，它周围种满了花花草草，还有
一个吊床，在那里你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抚摸。在这里我体会到
了山亭人民的勤劳，体会到了人们生活水平在提高，体会到了科
技的迅速发展，翼云湖贵族部落，我爱你！（辅导老师 王玉斌）

翼云湖贵族部落游记
北郊小学小记者 胡泰齐

本报讯 为加强学生文明
礼仪、品行养成教育，提高学生
基础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促
进良好校风的形成，近日，官桥
中学全校16个班级举办“文明
礼仪伴我行”主题班会。

各班以礼仪、礼貌、礼节教
育为重点，围绕“说文明话”、

“敬文明礼”、“行文明事”、“做
文明人”等内容，结合学生的实

际和年龄特点，采用讲、说、演、
唱、奏、舞等形式，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学习过程中接受熏
陶，唤起共鸣，达到良好教育效
果。各环节设计合理，衔接流
畅，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指导
性、趣味性，体现“在教育中活
动，在活动中教育”。活动内容
健康，格调高雅，积极乐观，催
人奋进。 （通讯员 王大岭）

官桥中学加强“校园文明礼仪”教育

本报讯 值此第 33 个教
师节来临之际，滕东中学通过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庆祝教师
节的到来。首先，他们在全校
范围内举办了“颂师恩”硬笔书
法比赛，许多有书法特长的教
师和同学，通过一幅幅漂亮的
书法作品，鲜活、向上、积极的
作品内容，表达了对老师的颂

扬和爱戴。其次，他们又开展
了第二届“校园十大读书人物”

“读书之星”和“书香家庭”的评
选，共评选出读书人物十名，读
书之星三十名，书香家庭十
个。以此推动全体师生读书的
热潮及书香校园的建设，更向
教师节献了一份厚礼。

（通讯员 徐学良）

滕东中学开展多彩活动庆祝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