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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3月13日讯(汤振
冰) 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
动以来，荣成市城乡建设局环
卫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以
擦亮“自由呼吸·自在荣成”的
城市品牌，围绕创城测评标准，
集中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全
力以赴投入到创城工作中，全
面提升城区环境卫生质量。

市环卫处召开“创城动员
暨城区精细化保洁行动启动
仪式”，开展以消除道路“烟
头”“动物粪便”为主的专项整
治活动，以点促面打造“街明
路净、一尘不染”的城市新形
象。强化“人机结合”保洁模

式，加大机械化清扫冲洗力
度，每天早晨4点安排7辆清扫
车、10辆大型高压清洗车、7辆
小型高压清洗车全部上路轮
番作业，对主次干道、交通护
栏、人行道板及平沿石底部的
泥沙集中清刷，降低扬尘污
染，督促环卫工人加大保洁频
次，做到随脏随扫，始终保持
路面清洁；对城区繁华区域保
洁实行“早晚”两班清刷作业
模式，填补白天车辆多、部分
路段清刷不到位的现象，确保
整体环境卫生质量。同时，针
对垃圾桶满溢现象增多，及时
调整车辆作业路线，加快对易
满路段的二次甚至多次清运，

做到有反馈必处理，且为响应
创城号召，增强居民环保意
识，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对成
山大道部分垃圾桶进行统一
更换并粘贴垃圾分类标识。

在此基础上，以气温回暖
为契机，延长城区繁华路段公
厕的开放时间，并加强对公厕
内部卫生的检查督促，严格落
实公厕“全天候保洁”机制，确
保厕内卫生干净整洁，为市民
提供良好的如厕环境。

此外，在狠抓外部作业质
量的同时，市环卫处还提升内
部管理机制，在各科室醒目处
设置禁烟标识，努力营造文明、
无烟、健康的工作环境。

环环境境卫卫生生精精细细化化整整治治助助力力创创城城
市环卫处内外环境齐抓，全面提升城区环境卫生质量

本报荣成3月13日讯(刘琛
姜晓红 ) 日前，荣成各镇

(街道)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
通过各种缴费方式紧张有序进
行中，现已完成参保缴费37万
人。未参保缴费的居民要及时
办理缴费手续，以免影响医保
待遇的享受。

据悉，2017年度荣成市居
民医疗保险集中缴费期为1月1
日至4月30日，可采用银行代扣
代缴、现金缴纳、手机APP自助

缴费和社保自助终端机缴费等
多种方式进行。

我市的合作银行为荣成市
农村商业银行，已持有农商行
银行卡(折)并签订代扣代缴协
议的参保居民，将医疗保险费
及时足额存入签约银行卡中，
由银行代扣实现缴费。自2月20
日起，银行代扣代缴工作已分
批次开始，现已完成第一轮扣
费。据统计，已签订参保代扣代
缴协议但尚未完成扣费的参保

居民有2万多人，扣费不成功的
主要原因是帐户余额不足和参
保居民银行帐户未初始化。目
前，扣费不成功人员名单及扣
费不成功的具体原因已发至各
镇街社保所，社保所将通过村
(居)委会通知参保居民，参保
居民也可到农商行营业网点
查询扣款情况。针对各自扣费
失败的原因，参保居民应及时
到农村商业银行存入应缴金
额，或者尽快到农村商业银行

更改初始密码。
除了银行代扣代缴，参保

居民也可以通过手机APP自
助缴费，只需要在手机下载

“威海人社”APP软件，注册身
份信息后按提示缴费(可以代
缴)。而对于在集中缴费期内
因未办理农商行银行卡不能
签约的人员，可以在村居或乡
镇街道保障所通过现金方式
缴费。此外，急需住院的参保
居民，持身份证、银行卡，可在

经治医院的社保自助终端机
缴费。

工作人员提醒，参保居民
应及时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以
免影响医保待遇的享受。根据
政策规定，超过集中缴费期缴
费的，需全额缴纳包括政府补
助在内的医疗保险费，且缴费
满3个月后方可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未缴费期间和缴费
后3个月内发生的医疗费用，
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参参保保居居民民应应及及时时办办理理缴缴费费手手续续
逾期未缴费，将会影响医保待遇享受

日前，威海龙眼海事处联
合荣成市港航局，对停靠在河
口码头装卸作业的油船“和顺
7”进行安全检查，对于检查中
出现的问题和隐患，执法部门
责令全面整改。据悉，此次专
项检查活动将持续到6月3 0
日。

张彤旭 宋伟中 摄影报道

安安全全检检查查

本报荣成3月13日讯(张明
涛) 春季是蔬菜生产淡季，设
施蔬菜的春季生产对增加蔬菜
上市品种，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春季的
蔬菜生产是设施蔬菜一年中最
重要的茬口，是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保证，其生产效益可占
全年效益的一半以上。为搞好
春季蔬菜生产，农业局蔬菜办
技术人员针对当前农事环节对
宏润农业公司等蔬菜生产基地
进行巡回技术服务。

荣成市蔬菜生产的早春种
植模式主要为温室栽培和大棚
栽培，其中大中棚栽培的早春
种植模式是荣成市保护地蔬菜
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当前主要
栽培品种为番茄、西葫芦、黄
瓜、水萝卜、芹菜、白菜、甘蓝、
西瓜、甜瓜和速生绿叶菜等，除
绿叶菜和水萝卜现有部分上市
外，其余品种上市时间均在4月
中旬左右，产品主要供应城镇
居民日常生活用菜。

针对当前新栽蔬菜生育前

期，专业技术人员给出指导性
建议。在保障温度方面，新栽蔬
菜缓苗后及时覆盖地膜提高地
温，晚上采用多层覆盖提高棚
内夜间温度，创造适宜蔬菜生
长的温度环境。在水肥管理方
面，新栽蔬菜开花结果前控制
不浇水或少浇水以控制徒长、
提高开花坐果率。此外，针对病
虫害的防治工作，种植户应本
着“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
则，通过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
预防和防治蔬菜病虫害。

春春来来大大棚棚绿绿意意浓浓，，技技术术服服务务巡巡回回忙忙

抓抓经经济济不不忘忘企企业业文文化化

本报荣成3月13日讯(孙小
平 张建毅) 为强化企业的
整体素质，以适应和提升企业
当前市场的竞争力，山东广电
网络荣成分公司在抓好经济建
设的同时，大力弘扬企业文化
建设，进一步增强全体员工文
化素质教育，在公司上下广泛
掀起文化学习热潮。

学习材料以租借的方式收
集，提供业务类、文学类、时事
政治类等多种类书籍供员工参
阅学习。同时，为确保学习的连
续性和保障性，公司并与荣成
图书馆联姻为员工统一办理了
集体图书借阅证，登陆荣成图
书馆官方网站点击“书目检索”
搜索查找本月阅读书刊名称。

在此基础上，为有效的保
证学习的严肃性、必要性，公司
根据日常工作实际情况，制定
了学习制度，让每位员工认真
写好学习笔记，每月报至综合
部审阅，使企业文化不“降温”，
保持长期不变的学习热潮，树
立和激发员工的清风正气及工
作斗志。

连日来，少年宫工程项
目全面铺开，现已完成基坑
支护和止水帷幕施工。城建
局质监站和建管处派出专门
力量投入到工程质量监督和
管理中来。 姜明峰 杨萌

为推动学校共青团和少
先队事业发展，日前，荣成市
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基础工
作会在蜊江小学召开。会议
指出当前荣成市学校共青团
和少先队基础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并从加强队伍建设、强
化阵地建设、夯实活动建设、
强化组织保障、发挥思想引
领和加强团员发展等方面对
荣成市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
基础工作进行部署，同时下
发相关通知文件。 王钰琳

为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
设，激发干部工作热情，荣成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
了对机关干部的管理考核办
法，涉及云平台使用、请销假
管理、集体活动管理等十一
大项42小项考核细则，全面规
范机关干部的行为。 于晓敏

日前，得润社区开展“魅
力三八节 美丽真我秀”丝巾
的系法与搭配趣味活动，通
过向社区女性居民教授运用
丝巾“扮靓”自己的诀窍，共
同分享了魅力女性的扮靓心
得，并以此促进居民相互沟
通，增进社区邻里之间的情
感。 于慎君

近日，为迎接我国第94个
妇女节的到来，让全街道妇
女欢度快乐、和谐的节日，荣
成市崖头街道和市巾帼志愿
者协会携手主办了以“关爱
女性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益
成杯”三八妇女节才艺大赛。
其中，河东社区的参演节目

《共筑中国梦》荣获桂冠。
王军峰

为迎接国际“三·八”妇
女节，日前，河西社区开展了
主题为“爱家庭 爱生活
快乐主妇”的主妇技能—手
擀面大赛，让社区的主妇们
一展技艺，共度佳节。 张颖

为纪念“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激励社区女性弘
扬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
精神，使社区女干部们度过
一个欢乐的节日，3月6日，河
东社区在老干部门球场举行
了离退休女干部庆祝“国际
妇女节”门球比赛。 高敏

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月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节到来之际，3月8日，崖头街
道花园社区联合荣成市剪纸
协会的爱心志愿者来到世纪
小学，参加“剪之乐”社团活
动，关爱青少年成长展、展巾
帼志愿者风采。 姜秀瑜

为加强青少年的精神文
明建设，通过宣读倡议书提

高创城知晓率，日前，青山社
区志愿者来到青山小学举办

“三·八节，做文明小使者传
递对妈妈的爱”主题活动。

苏甜
3月9日，府新社区党总支

志愿者与共建单位城建局和
府小党员志愿者携手开展了
义务植树活动，同时组织府
小学生开展“我与小树共成
长”认领活动。 孙铭蔚

为了关爱未成年人，社
区根据青少年的喜爱，安排
了各类文娱活动。3月10日，河
西社区携手第三实验幼儿园
举办了一次跳绳趣味活动，
在活动中引导未成年人探索
跳绳的各种玩法，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平衡、协调的能力，
让他们体验到创新的乐趣。

李福站
为进一步体现沽河社区

党总支对社区老党员的关
怀，日前，沽河社区爱心志愿
服务队携手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医务人员，上门为网格老
党员免费检查身体。 曲苑

在“3 . 15消费者权益日”
来临之际，港湾街道渔港社
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
向居民宣传非法集资行为的
的特征、形式及如何防范，让
大家更深刻了解非法集资带
来的危害，提高了社区居民
对其危害性的认识，增强了
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张宁

3月9日是全国保护母亲
河日 ,南山社区组织社区党
员、社区协管员和第二实验
小学的青少年志愿者开展了

“保护母亲河，环保志愿行”
活动，向居民群众传递环保
正能量。 王蓓蓓

在“3 . 15消费者权益日”
来临之际，港湾街道渔港社
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
向广大居民宣传非法集资行
为的的特征、形式及如何防
范，让大家更深刻的了解非
法集资带来的危害，提高了
社区居民对其危害性的认
识，增强了居民的自我保护
意识。 张宁

为营造文明创城的良好
氛围，10日，崖头街道花园社
区党总支以党员活动日为契
机，与驻区单位世纪小学党
支部联合开展“大手牵小手.
助力创城齐步走”为主题的
志愿服务活。 姜雪娜

为全面改善社区整体环
境、提升整体形象，助力创城
工作，3月10日，得润社区党总
支组织社区党员、志愿者、网
格成员们，开展了“创城有我
在 党员在行动”志愿服务
活动，集中对辖区道路两侧、
农贸市场、繁华地段等小广
告等进行集中清理，为美化
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于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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