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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吴文
超) 为确保冬季养老机构服
务对象的人身安全和机构生产
安全，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日
前，荣成市民政局联合相关职
能部门，分3个工作组对辖区内
已运营的36所养老机构和8家
提供24小时照料服务的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进行了专项检查。

针对全市敬老院多采取燃

煤锅炉供暖和建筑老旧的实际
情况，市民政局坚持预防为主，
强化责任主体意识，提早采取
有效措施，将管道检测维护、原
煤储蓄、电热毯使用管理、安保
人员配备、消防通道畅通及灭
火设备检测等的问题列入日常
安全监察的重要方面，对检查
出来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
整改措施。

下一步，市民政局还将联
合市公安消防大队等部门，对
全市养老机构的安全生产工作
及供暖工作进行突击大检查，
对落实整改不达标的养老机构
采取季度考核一票否决、暂缓
发放运营补贴、取消其养老许
可并分流机构老人等多种措
施，提高执法监督的实效性，确
保老人安全、温暖过冬。

民民政政部部门门开开展展养养老老机机构构年年末末安安全全检检查查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 (杨
志礼 张天伟 卞洪波) 11
月26号—27日，中国传统村
落保护与特色小镇建设研讨
会在石岛举行，本次研讨会由
唐人智库主办，唐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荣成胶东海草房唐
乡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等单位
共同承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今年上半
年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特
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本次
研讨会集合国内相关领域产学

研专家，将特色小镇的培育和
建设，与传统村落保护和有效
利用这两大课题结合起来进行
深入探讨、剖析与展望，独具理
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意义。

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传
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创新模
式，以及特色小镇建设与文旅
地产、民宿集群、体育休闲等
产业融合发展等议题，从系统
理论到实践经验，从区域发展
到国内案例，从行业管理到制
度设计等层面分别发表了真
知灼见。

活动期间，与会专家们还
实地考察了宁津东楮岛、谷牧
旧居以及留村等部分中国传
统村落和代表性乡村旅游项
目。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魅力城市和中国人居范
例城市，我市多年来高度重视
传统村落保护，围绕海草房这
一自然文化遗产和传统民宿
建筑，出台了《海草房民居保
护试行办法》，成立了海草房
保护协会，积极实施整体性和
区域性保护，已抢救修缮海草
房5000多间，使200多个传统

村落得到有效保护利用，现已
有6个村庄被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

其中，地处宁津街道的东
楮岛村，现存海草房144户、
650间，是胶东地区海草房保
留最完整的村庄之一，被誉为

“国内生态民居的活标本”。
在传统村落保护式利用

的基础上，我市还抢抓各级关
于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机遇，
结合“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创新方法路径和业态模
式，运用“旅游+”思维，把传

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精品民宿、
文体赛事、影视和创客基地等
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民俗文化
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全力培
育滨海度假、田园休闲、文化
体验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镇
街样板。目前，仅石岛区域
内，包括港湾引智小镇、宁津
民宿小镇、桃园康养小镇等在
内的一批特色风情小镇，通过
连点成线、以线带面，正全面推
动旅游业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
游转变，助力和提升打造我市

“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民民宿宿将将成成特特色色小小镇镇建建设设亮亮点点
荣成现有6个村庄被列入传统村落名录

11月12日，荣成市体育
局、市总工会、市直机关工委
联合举办了600人大型秋季
登山节活动，国网荣成市供
电公司20名员工参与其中。
通过此次登山活动，荣成公
司员工展现了昂首奋进的精
神风貌，感受了户外运动的
魅力。 韩天凯 任福贵

为更好保护和利用大天
鹅旅游资源，荣成公司于
2015年底协助俚岛镇烟墩角
大天鹅旅游度假区完成全村
电气化改造，为了确保该村
电采暖设备的安稳运行，荣
成公司还会定期组织供电服
务人员，对该村用户逐一开
展上门走访。

韩天凯 宋智通
近日，南山社区与第二

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志愿者们
到辖区内开展“抵制非法集
资”宣传活动。 王蓓蓓

日前，明珠路179号楼西
侧污水管道堵塞，污水外溢，
臭味弥漫，影响了附近居民
生活。事后，在河东社区居委
会的协调下，堵塞的污水管
道得以疏通。 王军锋

11月23日，青山社区居
委会联系宏基园物业公司，
义务帮忙将家住荷塘南区95
号家堵塞的污水管道清理干
净。 于志强

日前，在华侨社区健身
广场上，志愿者为居民免费
测量血压、测血糖、理发、按
摩、艾灸、剪纸书法、脊柱梳
理、母婴讲座及现场示范心
脏复苏术。 曲苑

11月24日上午，由花园
社区联合世纪小学共同开展
的“花园杯”足球健身赛，在
世纪小学正式拉开帷幕。

李淼

为进一步活跃社区居民
体育文化活动，华侨社区
2016年冬季乒乓球比赛于11
月11日上午在社区二楼乒乓
球室如期举行。社区党员、居
民共计30多人参加了比赛。

韩孟好
在府新社区，有这么一

支由12位时尚大妈们组成的
舞蹈队。她们因舞蹈相识，因
旋律相知，因友情相伴,为健
康舞动。在社区的各类活动
中总能看到她们的靓影 ,花
甲之年的她们对舞蹈的热爱
从未消退，对健康的执着从
未消减。

孙铭蔚
日前，府新社区组织社

区居民听老党员讲入党的故
事。王庆光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告诫青年党员不忘入党初
衷，锤炼坚强党性，走好人生
的每一步。

孙铭蔚
非法集资形式日益多样

化，为了提高居民的防范意
识和识别能力，近日，港湾街
道渔港社区举行了抵制高息
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
道的宣传教育活动。

张宁
11月24日，社区工作人

员将市民捐赠的羽绒服、书
包文具等送到世纪小学困难
孩子们的手里，并叮嘱孩子
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社
区爱心奶奶的一片爱心。

姜秀瑜
11月25日，河西社区组

织居民参观了崖头街道青少
年活动中心。工作人员带领
大家参观了3D动画厅、科技
馆之后又为大家介绍了荣成
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

张颖

日前,在八河毕家村北，伴
随公众展示中心A区屋面浇筑
完成，展示中心整体主体结构
封顶,工程进展迅速。核电科普
馆主要建设公众展示中心、环
境监测站、模拟机教学楼、技
能培训楼、综合楼、培训楼6个
单体等。该项目预计2017年年
底完工。

杨志礼 翟璐谣 摄影报道

核核电电科科普普馆馆

为进一步减少交通不文明
行为，倡导文明出行的交通理
念。日前，南山社区积极响应创
城文明交通引导活动的相关要
求，组织社区志愿者参与路口
站岗执勤，发挥文明交通引导
作用，执行“创文明城，做文明
人”的理念。

王蓓蓓 摄影报道

志志愿愿服服务务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宋丰
凯) 入冬以来，石岛管理区抢
先部署和落实各项今冬除雪准
备工作，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
通。

从本月初开始，管理区环卫
处提前筹划做好除雪物资保障
工作，已储备融雪剂150余吨，人
工清雪所用铁锹、雪铲100余把。
同时，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对10台

推雪铲、融雪剂撒布车、装载机
等清雪主力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维修、安装调试和保养，消除各
类故障隐患，并组织除雪设备驾
驶员开展作技能和安全驾驶方
面的培训，确保除雪设备能够安
全投入使用。

结合区域实际，管理区环
卫处按照统一部署，针对大、
中、小雪不同雪情提前修订完

善雪天应急预案，细化落实除
雪责任分工，对主要干道、医
院、学校、急弯陡坡等重点部位
优先布控，严格落实24小时人
员值班制度，加强与气象部门
的沟通，密切关注气象变化情
况，确保发生雪情后，能够在最
短时间内快速高效地清除积
雪，确保城区道路及时畅通，保
障市民安全出行。

管管理理区区多多举举措措““备备战战””今今冬冬除除雪雪工工作作

志志愿愿者者援援手手苦苦难难家家庭庭
温暖自闭症患儿

本报荣成11月28日讯
(曲苑) 11月23日上午，沽河
社区爱心志愿服务队的志愿
帮扶活动继续进行。当天，志
愿者们冒着严寒，来到黎明
东区的自闭症患儿王某的家
中走访，看望王某和他的母
亲。

王某因病生活不能自
理，为了照顾儿子，王妈妈十
多年来都没参加工作，专心
在家照顾患病的儿子，因王
某病情严重，需要常年服药，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
的收入支撑，日子过得很艰

难。近日，社区2017年居民养
老保险缴费申请确认正在进
行中，考虑到王某的母亲要
照顾儿子不方便出门，志愿
者把申请表带过去让她确认
签字，并给王家送了些生活
用品、果蔬等，聊表心意。

志愿者详细询问了他
们的生活情况以及王某的
心理状况、健康状况等，王
妈妈表示，多年来，沽河社
区一如既往的关照，让他们
感到很温暖，非常感谢社区
和志愿者们对自己的帮扶
和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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