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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携手手慈慈善善，，共共创创和和谐谐
22001177年年““慈慈善善月月””活活动动启启动动，，持持续续至至月月底底

本报文登9月19日讯(记者
李伟 通讯员 乔玲) 文

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455050
元，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
217750元……自2017年“慈善
月”动员大会召开以来，文登各
部门单位纷纷行动起来，积极
参与今年的慈善月活动，献出
自己的一片爱心，捐款总额也
不断攀升。

9月13日上午，文登区召开
2017年“慈善月”动员大会，安
排部署今年的“慈善月”活动。
近年来，文登区定期组织慈心
捐助活动，并科学安排、规范使
用慈善基金，围绕安老、助学、
助医、助孤等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救助活动，仅2016年就用慈
善专款救助大病患者、高考特
困新入学大学生、困难中小学
生2570多人，发放救助金740多
万元，为困难群众解决了一系
列急难问题，做到了帮在实处、
助在难处、救在急处。

会议强调，发展慈善事业
是造福百姓、促进和谐的德政
善举。关注贫困群众的冷暖疾
苦既是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更是
文登实现打造威海经济中心、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走在前列目标的必然要求。各
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慈
善工作、开展“慈善月”活动的
重要意义，广泛动员全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到“慈善月”活动
中来，为全区慈善事业发展奉
献爱心、贡献力量。要加强组
织领导保证工作成效，对募集
的资金要及时全额上缴，确保
把善款用到刀刃上，发挥最大
作用。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
入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把传承
慈善文化作为和谐文登建设
的重要内容，大力弘扬扶贫济
困、诚信友爱、互爱互助的良
好风尚，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
慈爱意识。

2017年的“慈善月”活动
以“携手慈善、共创和谐”为主
题，从9月13日开始到9月30日
结束，募捐范围是全区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驻
文部队、上级驻文单位、学校、
民营企业及其干部职工；各镇
(街)、南海新区、经济开发区、
埠口港、金山管委所属的企事
业单位，农村(居委会)和社会
中小工商企业 (三资企业 ) ;热
心慈善、乐于奉献的其他单位
和个人。

为保证文登区“慈善月”的
透明度和公信力，区慈善总会
定时通过文登电视台、《文登大
众》等媒体及时公示捐款情况，
定期邀请审计部门对慈善资金
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通过
简报、报刊、电台、网络等渠道，
定期向全社会公布救助项目、
救助对象、救助金额等情况，接
受社会监督，让慈善在阳光下
透明运行。

动员大会结束后，区领导
率先在所在机关捐款，区委、区
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
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
部、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等

部门广大机关干部也踊跃捐
款，区直机关各部门、企事业单
位和各镇街也积极组织开展捐
助活动，纷纷为慈善事业献出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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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小小学学执执行行新新作作息息时时间间
本报文登 9月 1 9日讯

(记者 姜坤 通讯员 刘
斌) 自9月18日起，文登区
各高中执行新的作息时间
表；自10月1日起，各初中、
小学将执行秋冬季作息时
间表。学生家长需根据新的
时间表及时调整学生作息
时间。

此次调整，主要对原有
的中小学作息时间进行了优
化，其中高中作息的时间推
迟了学生早晨到校时间，取
消了下午课前诵读，延长了
学生的用餐等自由支配时
间；城区小学增加了课后托
管时间段，为家长下班接孩
子提供了便利。

3388辆辆校校车车获获标标牌牌
本报文登9月19日讯(实

习记者 杨思雨 通讯员
李会江 ) 由于文登区育

成校车公司新增38辆校车，
需要申领校车标牌，为不耽
误校车运行，9月15日，车管
所加班加点完成了38辆校
车标牌的发放工作。

车管所民警严格按照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山东

省校车安全管理办法》等规
定，认真细致地开展资料审
查、车辆查验、驾驶人审核、
路线审查等工作，在正常办
理其他车辆业务的同时，民
警为不使校车驾驶员多跑
腿，中午放弃午休时间加班
加点对38辆校车全部检验完
毕，并对手续齐全的38辆校
车当场核发了校车标牌。

图为广大机关干部踊跃捐款，纷纷为慈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记者 李伟 摄

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打打响响项项目目建建设设主主场场战战

迪嘉高精化车间一角。曲蕾 摄

高高校校毕毕业业生生““三三支支一一扶扶””招招募募啦啦
本报文登9月19日讯(通

讯员 曲艺) 2017年威海
市选拔招募“三支一扶”高校
毕业生工作正式启动。今年
威海市共计划招募“三支一
扶”人员258名。

此次“三支一扶”招募范
围为省内普通高校2015—
2017届毕业生、省外普通高
校和国家承认学历的海外高
校2015—2017届山东户籍毕
业生。报名参加“三支一扶”
计划招募的人员原则上应具
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
体招募程序包括网上报名、
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
公示等环节。

报名人员需于9月21日
9:00—9月25日17:00提交报
考信息，9月22日9:00—9月
27日17:00可以查询资格初
审结果，报名人员查询通过
资格初审后，需在2017年9
月22日9:00—9月27日17:00
再次登录报名网站进行报
名确认。报名确认后，方为
报名成功；未按期进行确认

的，视为放弃报名。报考人
员报名确认成功后，需在10
月23日9:00—27日17:00，登
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笔试
准考证。笔试时间为10月28
日9:00-11:30，地点在准考
证上注明。进入面试人员名
单及面试的时间、地点将在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网站公布。

本次考试资格审查贯穿
招募工作全过程。考生应该
严格按照招募条件和岗位要
求报名，在报名、资格初审、
复审、体检、考察、公示及招
募上岗后的任何一个阶段发
现考生不符合报名条件或者
有弄虚作假等违纪违规行为
的，都要随时取消招募资格。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
导用书，不举办、不委托任何
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详细信息请登录“山东高校
毕业生就业信息网”、“山东
省教育厅高校毕业生就业
网”和“威海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网站”查看。

本报文登9月19日讯(记者
姜坤 通讯员 曲蕾) 今

年以来，经济开发区以打造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示范区为目
标，加大新兴产业项目引进建
设力度，推进产业发展提质扩
量、园区运营挖潜盘活，争当文
登打造威海经济中心、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走在前列
的排头兵。

迪嘉高精化产业园是经济
开发区引进的重点项目之一，
由迪沙药业集团投资建设，规
划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主要
从事原料药、药用辅料、医疗器
械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涵
盖糖尿病用药、高血压用药、消
化系统用药及抗菌消炎用药4
大系列，被列入省级重点项目。

迪沙药业集团项目部工程
部副总经理宋吉超介绍，迪沙
的A3、A4、A5、A6四个工程，开
工时期在4月中旬，建筑面积
1 . 3万平方米，现在立柱已经建
设，预计10月底完成建设，明年
开始内部改造，建成车间。

作为城区板块项目建设主
阵地，今年以来，经济开发区抢
抓发展机遇，根据“一轴带动、

两翼助推、多点突破、整体联
动”的全域统筹发展战略，大力
引进新兴产业，建设特色专业
园区，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低
污染排放的新材料、精细化工、
生物化工、医药等产业，企业生
产及重点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其中，总投资3600万元的新型
环保建材项目于7月11日开工
建设，目前两个车间正在进行
基础施工，项目完工后主要从
事FW新型建筑节能材料的研
发生产，年产量将在40万立方
米左右。

为促进区内项目早落地、
早投产，经济开发区打好“园区
环境”和“优质服务”两张牌，实
施污水管网、路网综合改造，提
升改善产业区和城市区的生产
生活环境；实施“以项目为中
心、各项工作联动发展”的综合
运营机制，形成分工合作、高效
运转的工作局面，为项目顺利
投产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开发区项目推进办公
室孙明路表示，项目办坚持“一
天一趟、一抓到底”的全程项目
跟踪机制，深入落实“四超”服
务，在项目选址时超前搞好用

地保障，在项目签约时超前完
善设施配套，在项目开工时超
前介入手续办理，在项目竣工
时超前谋划投产运营，促进项
目快落地、快建设。

作为“全域统筹”战略向南
延伸一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
济开发区是我区对外开放、骨
干企业升级和高端产业聚集的
重要载体。因此，经济开发区在
抓好新项目引进建设的同时，
深入落实“361”发展战略，对区
内汽车及零部件、机电工具、工
艺家纺三大支柱产业集群，抓
技改、强龙头，推动产业迈向中
高端。目前，已有天润曲轴、润
通橡胶等12家企业确定了技改
膨胀计划；积极扩大外资引进
渠道，在巩固发展香港、台湾等
市场的同时，重点拓展西亚和

“一带一路”地区等新兴市场，
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
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经济开发区新
引进产业项目20个，其中投资
过亿元的项目9个；在建项目19
个，建设面积14万平方米，其中
新开工项目10个，建设面积8 . 7
万平方米；新投产项目1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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