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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文学艺术创作基地授牌仪式举行
本报文登10月10日讯(实习

生 李昕恬) 9月28日上午9

点，威海市文学艺术创作基地
授牌仪式在山东颐阳集团会议
室举行。

威海市文联党组成员、副
主席、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理事姜建政，威海市作协主席
王春波，威海市作协副主席刘
守镇、徐承伦、马浩然、于燕新，
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丁永浩，山东颐阳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于海先，山东颐
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刘
伟，以及威海市文登区文学艺
术界代表，共50多人参加了此
次的授牌仪式活动。

山东颐阳集团因注重企业
文化建设，关心和支持文艺事
业发展，善于发挥文艺家的社

会影响力和文艺作品的感染
力，不仅打造了地方名酒“文登
学”，而且推出了“金颐阳”西洋
参药食同源系列产品，被威海
市文联命名为文登区第一个

“威海市文学艺术创作基地”。
姜建政为山东颐阳集团进行了
授牌。

授牌仪式中于海先进行了
发言，他在发言中谈到了长篇
小说《参花红》。这部小说由文
登区文学戏剧创作室副主任、
作协主席李喜华历时两年创作
完成，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在
各个省会城市新华书店分别举
行了新书推介会。该作品反映
的是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中国
农村与农民的故事，以口子李
村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的特
殊历史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

这方土地上人们的文化传承和
道德记忆，在变动不居的时代
潮流中，他们拥有自己的特殊
价值观念和道德判断标准，子
子孙孙代代延续。小说成功地
塑造了王安水的艺术形象，其
在当代中国乡村叙事的艺术长
廊里拥有了一席位置，也为解
答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时代课
题奉献了案例。威海作协的各
位主席和副主席也依次的谈论
了他们自己对这本书的阅读体
验。

参加此次活动的既有文学
界的代表，也有书法、美术、摄
影、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的代
表；既有各个文艺家协会名誉
主席、顾问等老前辈，也有年富
力强的新生代。大家都对长篇
小说《参花红》进行了艺术交流
探讨。

近年来，文联通过多种形

式使文学艺术界形成了团结、

统一、进步的局面，他们表示将

尽最大努力争取财政资金支持

协会开展能够展现最新文艺创

作成果的活动，让文登创业者、

奋斗者的故事插上艺术的翅膀

飞向四面八方。

文登车管所实现小型汽车号牌“立等可取”

本报文登10月10日
讯(通讯员 陈美潓) 为
方便车主尽快领牌、上
牌，让爱车早日装上自己
心仪的号牌，文登车管所
在院内设置了机动车号
牌制作点，并于9月30日
正式投入使用。

为缩短办事时间、尽
量减少办理次数，凡小型
汽车车主办理新车注册
登记、辖区内转移、转入
等业务时，在完成查验、
受理、选号、制证等环节，
车辆登记信息进行上传，
通过审核后发送至现场
制牌点，待接到一副需要

马上制作的牌照指令后，
工作人员立即根据号牌
号码进行制作，待车牌制
作完成后即可直接上牌
回家了。

当天第一位现场领
取并安装好车牌的车主
高兴地说：“听别的车主
说办好挂牌手续后一般
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才
能拿到牌照，现在好了，
车牌当场制作，自己还是
第一位享受这种服务的
车主，感觉真的很荣幸！”

目前，号牌现场制
作，仅限于小型车辆号
牌，大型车辆、农用车及

摩托车号牌制作模式不
变。据统计，当天共制作

小型汽车号牌48副，赢得
了车主的赞誉。

本报文登10月10日讯(通讯员 吕婷婷) 10

月3日，葛家镇在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配合下

对镇政府驻地沿街80余处违法建设进行了集中

拆除，同时开展违建拆除工作的还有界石镇、开

发区、龙山办事处等地，这是今年以来文登掀起

的又一轮违建治理新高潮。

连日来，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葛家中队配合

葛家镇政府以发放宣传资料、制作大型宣传广

告、悬挂宣传横幅、播放IP广播等形式对违法建

设治理工作的进行大力宣传，加深了群众对违

法建设治理情况的了解，增强了社会认同。组织

工作人员到进村庄、入家庭进行违法建设法制

宣传，在提高大家懂法、守法能力的同时，引导

群众摆正法律和秩序的关系。通过多部门联合

执法、下达限改通知等强制手段提高了业主重

视程度。全镇形成了积极配合拆除违建的良好

氛围，广大业主认识到位、积极配合，自行对违

法建设进行了拆除，治理工作成效显著，更折射

出人民群众素质在不断提高。

违建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与严格执法相结合”的原

则，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形式，强化全体党员

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学习、业务培训，一大批

党员干部的组织能力，业务水平得到飞速提升。

违建治理过程中，他们严格执法，依法治

违，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对违法建设，一方面依法行政，依法拆违，做到

有理有据，合乎程序，拒绝授人以柄，不因急于

求成而出现违规操作；另一方面深入开展群众

工作，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诉之以法，尽量化解矛盾，消除对方抵

触情绪，减少正面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的

难度和阻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查违工作。

今年以来，我区违建治理工作以每月数万

万平方米的治理速度推进，几乎月月实现新突

破，治理重点也逐渐由城区向乡镇延伸，一大批

存在违建想法的人彻底打消了违建念头。目前，

今年已经治理违建达80余万平方米，远超年初

目标。

月嫂培训为拓宽妇女就业路

本报文登10月10日
讯 (通讯员 王建虎 )

“婴儿辅食添加不能过
早，宝宝肠胃消化功能欠
成熟，容易出现食物不耐
受 ，引 起 消 化 不 良
等……”课堂上，老师授
课耐心、精彩；学员也聚
精会神的做好每一处笔
记。坐在前排的一位学员
周宣影，一边仔细聆听老
师讲课，一边低头做好笔
记，生怕错过老师讲授的
每一个细节。

“我下岗后一直做零

工，上次看到微信上朋友

转发的内容可以免费参

加育婴师培训，所以特意

来报名参加。”周宣影告

诉记者，这是第五天上

课。“有专业老师指导就

是不同，只有上了课，才

知道以前在育婴方面有

很多不科学的做法和看

法。”

培训科负责人介绍，
今年已连续开展六期育

婴师培训，所授课程涵盖

了如何正确指导产妇坐

月子、新生儿正确哺乳喂

养、洗澡、新生儿包裹方

法、新生儿日常照料方面

的知识与技能、新生儿生

理发育和心理发育特点、

新生儿精细动作、语言认

知能力等知识及实操。

“我们采取全天上课的模

式，每期培训班共计授课

20多天，参加培训人员全

程免费，培训后将统一安

排技能鉴定考试，考试合
格 将 颁 发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月嫂培训仅仅是一
个缩影。近年来，文登区
人社局为当地女性搭建
了一个又一个的创业就
业平台，将“输血”为“造
血”，让更多的妇女学有
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
成，从而提高妇女性的就
业技能，扎实推进就业能
力，为女性就业撑起“一
片天”。

文登区农机局

加大变型拖拉机整治力度

本报文登10月10日讯(通讯员 郑雪芹) 日

前，区农机局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在大水泊镇开

展了一次变型拖拉机联合整治行动。

本次整治行动主要结合我区变型拖拉机行

驶(作业)特点和规律，重点查处拖拉机无牌证

驾驶、未按要求正确悬挂号牌、未按时进行年度

审验以及违法载人、酒后驾驶、挪用伪造牌证等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区农机监理工作人员逐台

对查处的违规违章车辆建立安全隐患检查案

卷，规范查处及整改的过程性资料，确保检查不

拘于形式。

区农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定期对

查处的违规违章车辆驾驶人进行面对面的宣传

教育，让农机手充分认识遵规守则、安全驾驶的

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变型拖拉机和各类农用机

械驾驶人的安全意识以及驾驶技能和水平。

文登违建治理再掀新高

城镇失业(无业)人员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开始申请啦！
本报文登10月10日

讯(记者 姜坤 通讯员

于丹丹 ) 近日，记者

从区卫计局了解到，我区

城镇失业(无业)人员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开始

申请，符合条件未申请纳

入该项政策的人员可以

到户籍所在村(居)委会

进行申请。

据了解，本次申请的

适用范围主要针对由就

业转失业并持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核发的《就业创

业证》或《失业证》(其中

有原从业单位的记载)且

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

实行档案托管并持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核发的《人

力资源事务代理手册》且

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

未就过业(无业)并持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核发的

《就业创业证》或《失业

证》(其中无原从业单位

的记载)的人员；无就业

要求、未在劳动就业服务

机构办理失业登记且未

实现(再)就业的人员。

申请人须同时满足

只有一个子女，且子女未

满18周岁，并领取了《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这两

个条件。申请人在申请

时，须提供本人及配偶身

份证、家庭成员户口簿、

婚姻状况证明(出示结婚

证原件、离婚证原件。离

婚判决书或协议书丢失

的须到原婚姻登记机构

提取档案，丧偶的须提供

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

明或相关证件)、独生子

女父母光荣证、失业的提

供人社部门出具的《就业

创业证》或《无业证》，档

案托管的提供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核发的《人力资

源事务代理手册》，无业

的提供户籍地村居出具

的未就业证明。

区卫计局相关负责

人提醒广大市民：每年10

月份为城镇失业(无业)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统

一发放申报、审查和确认

时间，申请人应在9-10月

份期间向其户口所在地

的村(居)委会提出书面

申请。今年的申请日期截

至11月30日，逾期未申请

的纳入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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