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编辑：王震 美编/组版：邵舒琨

2020年公办幼儿园划片招生意见出炉

府新小学开展安全检查消除隐患

世纪小学与重庆栖霞小学“结对帮扶”
近日，荣成市世纪小学与

结对帮扶学校重庆市云阳镇栖
霞小学成功举行了线上视频教
研活动。两所学校的领导班子
成员及相关骨干教师参加了本
次教研会议。

会议总结了两校一年来在
帮携工作中共同成长取得的成
绩，对本次线上教研做了基本
部署安排。栖霞小学校长对我

校多年来给予的帮助表示感
谢。学校相关领导就栖霞小学
在教学及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汇
报，并表达出希望在教育教研、
师资建设、学生管理等方面得
到我校的帮助和指导。最后，世
纪小学董崇华校长做总结发
言，表达了对栖霞小学的良好
祝愿，提出今后要持续深层次、
多元化的开展交流活动的建

议，实现帮携工作落到实处。
虽然两校地理位置相隔

千里，但是云端会场的交流却
真诚而热烈。最后，两校领导
共同表示，在以后的教育教学
工作中，充分开发、利用、共享
两校的教育资源，不断提高办
学综合实力，促进两校教育交
流深度融合，共同发展。

(张彩红 )

简讯

为帮助学生了解英雄事迹，鼓励学生传承红色精神，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每一位少先队员从小
树立爱国、爱党的意识，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有作为的良好精
神风貌，府新小学于近日组织开展“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红色故事宣讲比赛。

王妮

根据《幼儿园管理条例》、
《幼儿园工作规程》、《山东省学
前教育条例》等文件精神，为规
范我市公办幼儿园招生管理工
作，坚持相对就近就便的原则，
现制定《荣成市2020年公办幼儿

园划片招生工作指导意见》。一
招生对象及范围 (一 )招生对象
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我
市各幼儿园每年秋季统一招生
入园。入园年龄均截止到8月3 1
日前满三周岁的幼儿。严禁招收

不足龄新生。2020年幼儿园小班
招生对象为：2 0 1 6年 9月 1日至
2017年8月31日期间出生、具有
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幼儿。依此
类推。(二)招生范围各级各类幼
儿 园 ，应坚持相对就近就便原

则，积极创造条件接收适龄幼儿
入园。各幼儿园招生时，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烈士子女、现役军
人 子 女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子
女、引进的大项目单位及高层次
人才子女，同等情况下优先安排

入园；对父母双方信用等级均达
到A+以上、且一方达到AAA以
上的子女，在幼儿园学位充足的
前提下，可跨区域自主择校。联
系 电 话 ：荣成市教体局学前科
7562334。 (宋浩)

为了强化学校的安全工
作 ，积 极 排 查 并 消 除 安 全 隐
患，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6月
2 4日上午，由市教体局、市场
监管局、消防救援大队、公安
局治安大队等多个部门组成
教育局联合安全检查小组莅
临市府新小学，检查指导安全
管理工作。

安全联合检查小组详细

了解学校的安全工作部署情
况和管理制度情况。随后对教
室、学校周边环境、消防设施
等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仔细
查看安全档案整理情况以及
安保器材的配备。对学校的安
全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并根据
检查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给
与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对学校安全工作检

查，学校在安全管理制度、设
施、安全意识和安全措施等方
面都得到进一步的改进和完
善。增强了学校安全隐患防范
意识，加大了学校内安全设施
整改力度，对学校的安全工作
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确保
了学生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内健康、快乐地成长。

(马荣)

府新小学开展“诚信故事宣讲比赛
近日，市府新小学举行“诚

实守信 从我做起”为主题的故
事演讲比赛。

参赛选手们围绕“诚实守信
从我做起”的主题，阐述“诚实

守信”对个人及社会的重要意
义。同时倡导大家继承中华民族
讲诚信的优良传统，从小认识诚

信、理解诚信、感悟诚信、学习诚
信，做诚信好少年！最后，经评委
们认真评选，评选出校级“诚信
守信 从我做起”优秀宣讲员十
六名，成立校级宣讲团，将诚信
精神发扬广大。

此次演讲比赛进一步加
强 了 学 生 文 明守纪 、诚实守

信的教育，让学生们明白“人
无诚信不立，国无诚信不强”
的 道 理 ，传 承 和 发 扬 中 华 民
族的美德，营造诚信的氛围，
让“诚信之花”在小学生心目
中绽放，做新时代诚实守信的美
德少年。

(王小英)

荣成市疫情防控期间这样组织考试

近日，荣成市招生考试服务
中心承办了威海市教育考试疫
情防控现场观摩暨夏季高考考
务培训会议，交流荣成在承办专
升本考务组织和疫情防控方面
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狠抓疫情防控，确保健
康高考。6月20日、21日，首次独
立承担山东省2020年专升本威
海考区考试。考前制定了专升本
考试疫情护控工作方案、应急预
案、专升本工作组织方案和体温
异常应急处置流程等工作制度，
突出部门疫情防控“一盘棋”，按
现场流程处置了突发事件，组织
考试实现了零失误。

二是狠抓考试安全，确保公
平高考。6月11日，组织荣成招生
委员会成员单位，收看了2020年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
作暨“净化考试环境严厉打击考
试作弊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
动员电视会议，会议强化了部门
职责，突出了联动合力，提前筹
划了今年高考、中考各项准备工

作。
三是狠抓资格审批，确保平

稳高考。平稳完成了专项计划、
高职扩招和高考资格审查等报
名任务。5月15日-18日对全市88
名补报名的高考考生进行了资
格审核，对2名考生不符合报名
条件的生，取消其在荣成报考资
格。5月底至6月初，组织全市初
中开展自主招生和学业水平考
试报考工作。

四是狠抓考生服务，确保温
馨高考。6月2日-7日，联合市人
民医院组建高考体检站，为在校
生采取“送检到校”方式进行体
检，3所高中和威海水产学校采
用“送检到校”方式，人民医院使
用体检车入校体检。为社会考生
服供“一站式”服务，依托人民医
院健康查体中心，开辟“高考体
检绿色通道”，整个体检只需30
分钟就可完成。

下一步，市招生考试中心将
积极应对好疫情防控、考试时间
变化、考试安全工作、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等方面的挑战，拿出战
时状态、战时标准、战时举措，坚
决把服务中高考工作做得更深、
更细、更扎实。一是加强宣传保
障。通过印发《致考生一封信》，
详细列出考试注意事项，联合公
安、市场监管部门对高考卫生条
件、安全设施等方面进行全面检
查，高考期间加大考点周边交通
管控力度，保障考生专用车辆行
驶畅通，营造安全舒适考试环
境。二是加强设施维护。加大对
考场及屏蔽仪、探测仪等设备进
行检修，更换监控探头，统一配
备自动报时电波表和UPS不间
断电源，保证设备正常运转。三
是加强考务培训。召开全市考务
会议，完善高考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预案，明确招委会各成员单位
职责分工，对监考、信号、监控等
各类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组织考
生学习考试规则和违纪作弊处
理规定，确保高考期间秩序稳
定。

(石宣)

市府新小学

开展系列亲子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手机已在各
个领域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给我
们带来方便快捷信息的同时，也争
夺着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且孩子
天生具有模仿能力，他们从父母身
上感受到手机、电脑、游戏的巨大诱
惑而更易沉迷其中。为此，府新小学
开展了“请放下手机，用爱与陪伴守
护快乐童年”系列亲子主题活动。

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孩子们
通过辩论、情景剧表演等形式，充分
认识到手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
利，也形象地感受到沉迷手机等电
子产品，不但给视力、颈椎等带来健
康隐患，也使精力分散，且手机里良
莠不齐的内容，不好好辨别，易受到
不良影响，误入歧途。为此，孩子们
从“爸爸妈妈，我想对您说”、“我的
承诺”两个方面，以书写心愿卡片、
倡议、宣言等多种形式，表达了自己
的心声，希望爸爸妈妈放下手机和
他们一起读书、运动、画画、沟通，在
心与心的交流中，享受美好的亲情
时光。

主题活动由学校延伸到家庭，
学校向家长发起“请放下手机，和孩
子真正在一起”的倡议：倡导家长从
今天开始，放下手机，抬起头，用温
和的眼光注视孩子，用无条件的爱
和全心全意的陪伴，让孩子向阳生
长充满自信，和他(她)一起走过童
年的时光，把爱和温暖铭刻在孩子
的生命中。每晚至少半小时，父母至
少一方放下手机，放下工作，放下家
务，陪伴孩子！有条件的家庭，每周
末至少一天父母双方共同陪伴孩子
做有意义的事情！在有质量的陪伴
中，见证孩子每一个成长的印记；在
高质量的陪伴中，让亲情停泊，让爱
永驻，静待花开。家长和孩子一起，
用绘画、短文、照片等形式记录下

“我们一家的温馨瞬间”。
学校将通过多种形式，持续开

展“请放下手机”系列亲子活动，教
育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同时倡
导家长用爱与高质量的陪伴守护快
乐童年。

(闫翠芹)

第二十三中学

组织学生参加科普活动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青少年的安
全、科学意识，团市委开展系列科普
活动，让学生走进荣成市固废处理
与应用科普馆和海洋食品博览中
心。我校组织中小学生参与到此次
活动中，切身的感受了大美荣成，与
科普进行了一次美好的约会。

在科普馆，同学们跟随讲解员，
明确了固废处理流程以及垃圾如何

“变废为宝”。同学们充分认识了生
活垃圾对环境的危害性，了解了垃
圾处理的工艺流程，也让大家体会
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走进海洋食

品博览中心,在这里，同学们进行了
一次深海之旅，了解海洋生物；感受
着家乡古老的文明。科普课堂上，同
学们认真观看，用心聆听，了解了海
洋生物的生长习性、衰退原因以及
人类的修复方法等。

在走进科普过程中，同学们深
切的感受到家乡的魅力与美丽。此
次活动，同学们获取了科学思想、科
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实践中懂得
了如何利用科学知识为家乡、为环
保做贡献，逐渐成长为科学创新人
才。

（谷大鹏 于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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