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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由荣成市石岛管理区黄海造船有限公司为丹东国际航运有限公司建
造的中韩航线豪华客滚船“东方明珠8”轮顺利下水。“东方明珠8”轮总长185米，型
宽25 . 8米，总吨位为2 . 4万总吨，乘客定额为1500人，车道长度1400米，主要用于短
途国际航行，承运旅客、轿车、载重汽车和集装箱拖车，设有超市、免税店、酒吧、影
院、棋牌室、KTV房、等娱乐休闲场所。目前，黄海造船已先后承建5艘中韩航线客
滚船。 杨志礼 摄影报道

下下水水

本报荣成7月1 1日讯 (孔
玲 ) 7月7日起，我市义务教
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放暑假。
今年起，崖头和石岛城区初
中、小学共计1 2所学校的体
育 设 施 已 全 部 面 向 社 会 开
放。即日起至8月31日前，社
区居民每天都可到就近学校
进行健身了。

2013年以来，我市开始
探索校园体育设施面向社会
开放模式。第二实验中学、世
纪小学、府新小学、幸福街小
学、蜊江中学也成为首批对
外开放学校。今年，根据市政
府研究确定的《荣成市2016
年体育惠民工作实施方案》
决定，在确保校园安全、维护

正 常 教 育 教 学 秩 序 的 前 提
下，以满足人民群众健身需
求、增强青少年体质为宗旨，
增加开放了实验中学、实验
小学、第二实验小学、青山小
学、蜊江小学、石岛实验中
学、石岛实验小学7所学校。

具体开放范围包括12所
学校的塑胶田径场、篮球场、

排球场、足球场以及各类室
外体育器材设施等。社区居
民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2张
一寸免冠照片到学校办理健
身卡，与学校签订协议后，便
可在规定的开放时间签名登
记、入校健身。而在校生可凭
佩戴的学生证等入校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暑期也

是学校基础设施集中施工的
时段。今年暑期，蜊江中学、
世纪小学、府新小学、第二实
验中学、第二实验小学5处学
校均有校舍改扩建工程。为
保证社区居民进出安全，会
根据施工需要，阶段性停止
开放。其他学校开放时间不
变。

暑暑期期锻锻炼炼，，可可到到学学校校来来
12所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

公公交交助助考考生生 学学校校送送锦锦旗旗

本报荣成 7月 1 1日讯
(李玉强 ) 日前，市第二中
学相关负责人来到市城乡
公交有限公司城区分公司，
将一面写有“热情服务为学
生 全心全意保平安”的锦
旗，递到该公司负责人手
中，以感谢公司在高考等重
要考试期间，为二中1 4 0 0
多名考生提供全程接送服
务。

“多亏有了咱们公司倾
力提供专车，让广大学生得
以顺利参加考试，我代表学
校及家长感谢你们！”当天
上午，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
司城区分公司，市第二中学
相关负责人将锦旗交到公
司负责人手中。

前段时间，二中共有

1 4 0 0多名考生，需要到位
于市区的考场参加高考及
高二学业水平考试。由于考
生人数众多，而往返市区路
途又比较远，如何确保所有
学生顺利安全参加考试，成
为学校及家长十分重视与
关注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市城乡
公交有限公司城区分公司
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
在合理调配安排运力的前
提下，特意抽调了16辆高考
用车及15辆学业水平考试
用车，并委派了有丰富驾驶
经验的驾驶员，往返石岛及
市区，全程接送总共1 4 0 0
多名考生及老师，从而确保
了广大考生得以顺利参加
并完成了这两次重要考试。

本报荣成7月1 1日讯 (梁
元元 ) 7月8日，民政局召开
全市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会
议，会议主要就我市公益性公
墓现状、今后公民安葬(放)方
向以及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
方面做出要求。

全市现有墓地1045处、
总占地面积12964亩，基本满
足我市公民安葬需求。结合城
镇化推进、城区改造拓展等实
际，会上主要研究城区墓地规
划事宜，对于城区范围内的墓

地要实行总量控制，原则上不
再安葬，并随着大项目建设实
际逐步搬迁；对于城区可视范
围内及镇街主干道两侧已建
墓地要进行遮挡，原则上不再
安葬，为文明荣成、优化我市
环境服务。并对今后公民安葬
(放)方向提出要求及建议，各
镇街要大力推进骨灰堂建设，
采取壁葬、骨灰撒散、深埋和
植物(树、花、草坪等)葬等节
地葬法；利用荣成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大力推进海葬，逐

步改变“入土为安”的传统观
念，节省资源，保护生态。

为提高我市公墓建设管
理规范化程度，民政局要求各
镇街要根据《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公益性公墓建设管
理的意见》要求，从7月份起，
凡建设公益性公墓的，都要按
照《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以
及我市出台的《荣成市公益性
公墓管理办法》要求，规范墓
地建设标准，逐级办理审批手
续。

我我市市召召开开全全市市公公益益性性公公墓墓建建设设管管理理会会议议

建设美丽和谐的社区，
物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日前，宏基园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带领巡逻队的大叔们
来到了新庄北区89号楼，为
居民清理堆放多日无人清理
的乱石、沙子。

(董丹丹)
7月8日上午，康平社区

工作者参加了崖头街道组织
的食品药品协管员培训大
会，此次培训要求社区工作
者们协助崖头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对辖区内的小吃部、
饭店、商店、食品加工场所做
好排查工作，为社区居民的
食品药品保驾护航。

(董斌)
日前，府新社区通过多

种形式在辖区内广泛开展了
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活动，宣
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崇尚文明生活方式。

(孙铭蔚)
蜊江社区以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因地
制宜，整体推进，积极引导广
大党员带头破除陈规陋习、
带头树立文明新风。

(王全英)
日前，华侨社区组织社

区内中小学生一起参观荣成
海洋科技馆，让他们充分感
受家乡品牌文化，了解海洋
知识。 (宋艳)

7月6日上午，青岛啤酒
(荣成)有限公司的刘队长把
写有“贴近基层、服务为民”

的锦旗送到了康平社区居委
会。此次老旧小区改造过程
中，针对啤酒厂员工的得润
西区11、13、15号以及观海中
路202-206号楼，康平社区工
作人员们利用前期入户走访
以及网格巡查中收集到的相
关信息，耐心听取居民意见，
为施工方提供系统、准确的
信息，和施工方建设局的负
责人一起研究最优的改造方
案，让居民们看的顺心，用的
舒心。

(董斌)
日前，得润社区志愿者

走进辖区困难老党员家中，
为他们送去了生活用品及贴
心的服务。

(邢丽萍)

■社区快讯

进入7月中旬以来，荣成
地区降雨量逐渐增多。自6月
30日起，国网荣成市供电公
司针对暴雨、雷电等恶劣天
气频发实际，召开专门会议，
制订措施，早准备、早防范，
全力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 (韩天凯)

日前，市人社局召开了
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
负责人会议，布置加强我市
社会保险自助终端管理工
作。对在用的193台终端机按
所属镇、街划片分区管理事
项进行了部署。 (邱志军)

2016年上半年，荣成市
医保处实行多种渠道收缴社
会保险基金。1-6月，职工医
疗保险基金收缴28577万元，
完成年计划 5 6 . 7 0%，支出
36103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
入 2 9 5 4万元，完成年计划
50 . 51%，支出3632万元；生育
保险基金收入989万元，完成
年计划52 . 05%，支出1333万
元；居民医疗保险收入8971
万元，支出17669万元。

(徐静 周春芳)
市医疗保险事业处自7

月11日起，推出错时工作制
度。各业务科室每天安排1名
工作人员上午提前半小时开
始对外服务，早8点即可正常
办理业务，打好服务时间差，
最大化方便群众办事。

(王国平)
日前，荣成市文物管理

局全面开展第五批省级文保
单位保护标志碑树立工作，
统一制作了省级文保单位保
护说明标志碑，标志碑正面
注明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
级别、公布机关、公布时间，
背面注明了文物保护单位的
简介，使全市14处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有了自己的

“身份证”。2015年，荣成市共
有9处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为
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邓英英)
为加强我市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全面提高防灾救灾
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市
民政局从省厅领取用于灾情
报送的58部北斗卫星报灾终
端，现已全部已发放到位。

(乔聚阳)
为方便用人单位及时办

理参保和缴费，我市现已开
通用人单位单独参加工伤保
险网上申报功能。该功能让
用人单位足不出户即可办理
人员的增加和减少业务，用
人单位亦可选择网上银行缴
费或社保自助终端机两种缴
费方式缴费，极大地方便了
用人单位。

(梁华松 王凇祺)
今年1-6月，荣成检验检

疫局辖区共向美国出口低酸
罐 头 及 酸 化 食 品 4 1 4 批 、
5577 . 12吨、1748 . 02万美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 9 . 6 5 % 、
19 . 56%、17 . 82%。荣成局通过
扎实开展输美低酸罐头及酸
化食品提质增效升级活动，
输美低酸罐头及酸化食品数
量大幅增加，产品质量稳步
提升，实现输美低酸罐头及
酸化食品零通报。

(岳福杰 连文)
随着电网封网，迎峰度

夏的开始，为防止因小动物
造成电网安全隐患的发生，
自封网以来，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加强迎峰度夏期间防
小动物管理，保证安全超前
防范，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管
理，杜绝因小动物而造成电
网设备安全隐患的情况发
生。

(韩天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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