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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王玉倩、王建华、姚永兰、王

浩、王卫林、威海泰浩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威海泰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滁州华岳投资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
以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阳支行与债务受让人刘晓峰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支行将其对
债务人王玉倩及其担保人王建
华、姚永兰、王浩、王卫林、威海
泰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威海泰
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滁州华
岳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享有
的债权本金为1500万元的主债

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
相关附属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债
权本息，诉讼保全费等)一并转
让给债权受让人。恒丰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阳支行特公告通知
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已转让的事
实，自2019年6月25日起，借款
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立
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务合
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
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关
担保责任。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阳支行

2019年6月25日

遗失声明

乳山市大虾小咖餐馆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
证编号：JY23710830019990，
签发日期：2016年9月22日，声
明作废。

乳山市良花健身器材经
营部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
册号：371083600305381，注
册时间：2015年8月5号，声明
作废。

威海市银座家居九牧卫
浴专柜遗失山东银座家居有
限公司幸福店已填收据三
张，收据号为：0 1 3 8 8 9 0、
0138889、0138895。特此声明
作废。

乳山市黄山路学校
通过21天强化训练结合
长期培养，以培训、督查、
评比活动促推师生良好
行为习惯养成，让“规范”
走进孩子心中，让好习惯
伴其成就幸福人生。

第一阶段7天：密集检
查、奖罚分明，定时对卫
生、课间、路队等习惯情况
进行全覆盖、零容忍、无死

角、密集式排查、通报。第
二阶段7天：创立标杆，树
立典型。第三阶段7天：精
益求精，破陈出新。

通过科学运转21天
行为习惯养成法则，促推
校园环境卫生和路队纪
律的精细化管理，让好习
惯伴随每个孩子，做好每
件事，健康快乐每一天！

(常英)

让“规范”走进孩子心中

为弘扬体育文化精
神，充分发挥“三大球”运
动在增强青少年体质、丰
富校园体育文化、促进中
小学生健康成长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府前路学校
利用大课间时间，开展

“三大球球操”训练活动。
大课间铃声响起，同

学们按照兴趣爱好与特
长，来到自己选择的球队
中，跟随老师进行锻炼。
篮球的练习动作有体前
变向运球、抛接球、手拨
球、腰部膝部头部绕环传

接球、左右手的高低运
球、变化节奏运球；足球
的练习动作有两脚左右
拨球、脚踩球、直线运球；
排球的练习动作有抛接
球、垫球和传球。

同学们在每天的练
习过程中加强了对三大
球的运用，提高了体能素
质，进一步落实了“健康
第一”和“每天一小时锻
炼”的思想方向，掀起了
阳光体育运动的新高潮。

(姜淑珍)

“三大球操” 增强体质
多年来，乳山市实验初级中学

牢记“立德树人”使命，以“养正立
人”为办学理念，培育学生知书识
礼、品正行端。为此，学校构划了

“两大途径、三大载体、一大愿景”
的养正教育实施架构体系。

两大途径，即学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二者相融形成家校育人共同
体，实现对学生养正的同育。三大
载体，就是以文化浸染、课程落实、

活动推进三种方式。遵循“养以正
行，行以化习，习以立品，品以成
人”规律，为学生“养正其气、养正
其身、养正其性”，从面落实养正教
育。“一大愿景”，就是从学生、教
师、学校三个层面，对养正教育特
色进行美好预期，以打造养正办学
品牌。

该校实施的养正教育，体现了
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其三个内容：

一是“博以文”以“养正其气”，二是
“约以礼”以“养正其身”，三是“游
于艺”以“养正其性”。主要从师生
工作、学习、生活入手，在“修德、启
智、健体、雅美、崇劳”五个维度上，
由表及里、潜移默化地实践人的教
育，有力契合了“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新时代教育新要求。

(刘春红)

养浩然正气 育时代新人

师资队伍建设是中
职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关
键，是教学的主导力量，更
是人才培养的质量保证。
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一直非常重视学校的
师资队伍建设，本学期紧
扣“工作落实突破年”的主
题，切实做好“提质增效”，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对内开展多形
式的校本培训，对外加强
与对标院校的联系，进一
步推动建立骨干教师常
态化学习交流机制。关注
年轻教师成长，为青年教
师提供多渠道学习和展
示机会。加强教研组长队
伍建设，充分激发其“领
头雁”“排头兵”作用，以
促全体教师的发展。抓实

教育科研管理，推动教育
科研向“高、精、深”拓展，
净化科研环境。继续开展
教师教学基本能力大赛
并做好成果转化，积极对
上推送优质成果参评，
2018年获全国职业院校
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
奖后，再继续冲击国赛。
开展各类典型创树活动，
组织全体教职工对标榜
样，赶超榜样。

教师作为技艺的传
承者、引领者，是学校发展
的关键力量，我校将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抓师
资培养，以燎原之势，推动
教师在技能大赛、教育科
研等领域开花结果，实现
学校又好又快发展。

(陈亚萍)

强师资、重建设

636家市管单位劳保守法结果公布
本报威海6月27日讯(记者

连宁燕 通讯员 丛萍萍)
近日，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公布2018
年度市管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
法诚信等级评价结果的通知》，

公布636家市管用人单位2018
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
价结果。此前，威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结合2018年度市
管用人单位劳动保障网上书面
审查、随机抽查、举报投诉专

查、专项检查，对636家用人单
位进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
评价。

本次评价情况将归入劳动
保障守法诚信档案，作为评优
评先、评选劳模、招标、公司上

市、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审查的
重要依据，并与工商、金融、住
房城乡建设、税务等部门和工
会组织建立信用信息交换共享
机制，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
戒。

各单位职工、单位负责人
可登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网，或关注“威海人社发
布”微信公众号，查询本单位
2018年度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
级评价结果。

自己的车被撞了，为何还要担责？
交警：因为违法停车，跟事故有因果关系

本报威海6月27日讯(记者
陶相银) 车主张女士、杨先生觉
得自己冤：醉汉杨某骑摩托车撞
上路边违停轿车，轿车前行后又
顶了另一辆轿车。交警四大队认
定杨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两辆
轿车的车主张女士、杨先生共同
承担次要责任。

环翠区羊亭镇北小城村停车
位不足，很多车主就在夜间把车
停在村内大道的非机动车道内，
这条村内大道是双城路的一段。

5月18日23时50分，一辆摩托
车驶经双城路北小城村路段时，
撞上停在非机动车道内的一辆大
众轿车，大众轿车被撞前行，又轻
轻顶在前方一辆江铃轿车上。摩
托车、大众轿车尾部严重变形，大
众轿车车头、江铃轿车尾部轻微
受损。

交警四大队调查后确认，骑
摩托车的杨某系醉酒驾驶，体内
酒精含量高达143 . 89mg/100ml，
杨某还存在无证驾驶、未按规定
车道行驶、未能保证安全驾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

这起事故并不复杂，总结起
来就是，杨某醉酒后骑摩托车撞
了张女士的车，又导致张女士的
车撞了杨先生的车。

这是否意味着，惹祸的醉汉
杨某要承担全部责任？

日前，交警四大队出具了《道
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杨
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张女士
和杨先生因违法停车，共同承担
事故的次要责任。

车被别人撞了，还要承担责
任，这事冤不冤？尤其是作为“间
接受害者”的杨先生，要跟张女士

一样承担次要责任，是不是更冤？
对此，交警四大队民警解释，

交通法规有明确规定“不得在妨
碍交通的地点停放车辆”，张女士
和杨先生的车都停在了非机动车
道内，属于违法停车。而他们的违
法停车行为，跟这次交通事故形
成了因果关系，因此他们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一起三
车连撞事故，而如果杨某不是撞
车，而是接连剐蹭多车，那么除了
杨某要负主要责任外，所有涉及
到事故里的违停车辆都要承担相
应的次要责任。

目前，市区尤其是中心城区
的停车位相对紧张，许多车主为
了图省事，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
通，极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而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些违停车的
车主就要承担相应责任。

就一瓶啤酒，大货司机“饭碗”丢了
本报威海6月27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闫长春) 袁
某酒后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被
荣成交警查获。虽然袁某自称就
喝了一瓶啤酒，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袁某因饮酒驾驶营运
机动车，将被处以罚款5000元、
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15日且五
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的处
罚。

6月20日夜，荣成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在石岛管理区流口岗附近
开展统一夜查行动。当晚，民警对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检查

时，闻到驾驶人袁某身上有酒味
儿。民警对袁某进行呼气式酒精
检测，结果证实袁某体内酒精含
量为41mg/100ml，重型半挂牵引
车的使用性质为货运，袁某属于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袁某称，他白天在石岛卸完
货，晚饭喝了一瓶啤酒，准备从
石岛返回淄博，心想此时交警已
经下班，不会在这个时间段检
查，于是驾车上路，没想到被抓
个正着。

民警介绍，与其他机动车相
比，营运机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

故，所带来的危险性和破坏性更
大，因此交通管理法规对酒后驾
驶或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
犯罪行为规定了更严重的处罚。

依据我国交通法规，酒后驾
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以下
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营运机
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
动车。

本报威海6月27日讯
(记者 于佳霖) 24日上
午，竹岛街道在中国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威海第一加
油站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

“安全生产公众开放日”活
动，邀请居民实地参观加
油站企业，进一步认识、理
解、支持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工作。

活动现场，中国石化
销售有限公司威海第一加
油站站长向大家讲解了危
险化学品相关知识，并带
领大家参观了加油的加油
机、卸油口、及应急物资装
备库，让大家详细了解危
化品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
规章制度建设上的做法。

随后，加油站站长又

为大家讲解了加油站内防
止火灾的注意事项和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危险化学
品常识、应急自救知识、安
全逃生知识等。

活动中，大家争相发表
意见、相互交流经验，不断
加深了对危险化学品相关
知识的认知与了解，消除对
危险化学品的误解和疑虑。

“此次活动主要是让
辖区居民认识到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提高居民对危险化学品
的认知水平，为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营造危险化
学品行业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氛围打下坚实基
础。”竹岛街道工作人员孙
晓文说。

安全生产公众开放日竹岛居民走进危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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