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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文登时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文登区召开信用“五进”现场推进会
本报文登12月23日讯 12月

18日，文登区信用“五进”现场推
进会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观摩与集中
开会相结合的形式，与会人员实
地观摩了黑豹小区、第二实验小
学、文登区人社局，现场交流了
信用建设的相关经验做法。黑豹
小区位于双龙社区，从信用进社
区工作开展以来，小区成立老兵
志愿服务队、红色巾帼帮帮团带
动，采取入户讲解、张贴信用星
级榜、积分有礼兑换等形式，实
现小区居民信用工作知晓率、参
与度全面覆盖。第二实验小学以
学校、教师、学生为主体，制定信
用信息归集、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信用联合奖惩等标准体系，
全面推广“信用分”校园应用，形

成具有特色的“幸福” 信用体
系。文登区人社局成立信用工作
领导小组和信用议事会，建立主
要负责人牵头抓主责、议事会成
员具体抓业务、专职人员跟踪抓
落实的三级推进机制，开展信息
采集、档案审核、信用赋分等工
作，充分发挥了信用在机关作风
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会上宣读了《关于授予2020
年威海市文登区诚信模范单位、
诚信优秀单位、诚信单位荣誉称
号的决定》，对30家诚信模范单位
进行了授牌。文登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文
登区直机关工委、文登区农业农
村局、文登区民政局等信用“五
进”工作牵头部门作了发言。去
年下半年以来，文登坚持党委政

府主导，从顶层设计入手，设立
领导机构，成立社会信用中心，
研究出台相关文件，通过典型引
领、以点带面，扎实推进信用进
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
进农村，构建起了覆盖各村居、
融入各行业、全民共参与的社会
信用体系，在助力疫情防控、加
强基层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会议指出，信用是推动工作
开展、加强社会治理的有力抓
手，要把信用建设融入到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要深入推
进信用“进企业”，工信部门要负
起责任，多宣传、多发动、多指
导，把更多企业法人、市场主体
和职工纳入信用管理。各企业都
要大力倡树诚信文化，教育职工

重信守诺，通过信用来规范企业
管理，提高职工凝聚力。要深入
推进信用“进校园”，加强对学
校、教师、学生的信用管理，培养
优良学风校风。广大教师要以身
作则，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以表扬激励为主，引导他们养成
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的优秀品
德。要深入推进信用“进机关”，
不管是执法部门、管理部门还是
服务部门，履行职责都要讲信
用，推动信用在行业监管领域应
用，运用信用工具抓好班子、带
好队伍，改进作风、形成习惯。

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信用
“进农村”，发挥好村党组织的政
治引领作用，村“两委”干部带头
做守信的模范，在环境卫生整
治、清理积雪、维修道路、化解邻

里纠纷、植树造林、森林防火、遵
守村规民约等方面，发挥好信用
的激励作用。要深入推进信用

“进社区”，把信用作为社区治理
的重要手段，组织、政法、宣传、
民政等部门要齐抓共管。要将网
格员队伍纳入信用管理，做好联
系服务群众的工作。区社会信用
中心要多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深
化与山东大学的合作，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提高信用管理水平。
各单位要结合开展“树典型、学
先进、扬正气”活动，培养选树一
批诚信典型，通过现场会、报告
会、交流会以及媒体宣传、微信
传播等方式，提高信用覆盖率和
群众参与度，让知信守信用信成
为一种文化、一种自觉。

(刘博 李亚)

居家康复训练

(一)政策依据
《关于开展政府购买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

项目的通知》(威残联〔2018〕4号)。
(二)救助对象
1 .文登区常住户口、第二代《残疾人证》且有康复需

求的一、二级肢体残疾人；2 .因脑外伤、心脑血管等疾病
而引发的偏瘫、脑瘫、截瘫及脊髓损伤等肢体功能障碍者
(持有医院诊断书)；3 .筛选诊断明确、有康复潜力、有康复
意愿、家庭成员配合的一、二级肢体残疾人。

(三)救助标准
依据中残联《肢体残疾康复训练档案》中的评估标

准，经评估，受助人年度内训练效果有效(评估分值提高1
-9分)的，对承担服务项目的机构，按每人每年补贴800元
拨付经费；年度内训练效果显效(评估分值提高10分及以
上)的，按每人每年补贴1000元拨付经费。

(四)办理流程
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镇、街、金山管委残

联提出申请，经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小组或评估机构评
估后，逐级审核，转介至定点康复机构。

(五)承办部门和联系电话
各镇、街、金山管委残联，文登区残联康复部电话：

6083037

文登区残疾人联合会

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

吕明玉获威海市“最具爱心慈善楷模奖”
本报文登12月23日讯 12

月16日，“威海慈善奖”颁奖典
礼隆重举行，对2015年以来为
威海市慈善事业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的51个单位、个人以及慈
善项目、冠名基金进行表扬。国
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员吕
明玉荣获“威海慈善最具爱心
慈善楷模奖”。

2019年10月，经威海市委、
市政府同意，威海市慈善总会
在威海市开展了“威海慈善奖”
评选表扬活动，以进一步擦亮
威海市爱心城市品牌，倡树慈
善典型，在全市掀起人人向善、
踊跃捐赠的热潮，助力“精致城
市幸福威海”建设。

活动开展以来，国网威海
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按照评选条
件，积极推选长期参与慈善工
作(志愿服务)的优秀典型吕明
玉参加评选。吕明玉系山东省
第一位两次成功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她热心公益，无私奉
献。在个人帮扶病残青年、失独
老人和西藏小学生的同时，不

断将善举延伸。带领文登区
5 . 6万名志愿者常年开展“益
暖文登”“环保公益行”“圆梦微
心愿”“爱暖夕阳”“护苗行动”

“衣往情深，爱暖寒冬”“助力乡
村振兴 志愿服务百村行”等
多项公益活动，为全区需要帮
助的人共筑爱之梦；她主动申
请驻村助力乡村振兴，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脱贫攻

坚贡献自己的力量，用无形的
爱心履行社会责任。

威海市慈善总会历时一年
多时间，对参评对象经评审后
确定表扬对象名单，在媒体公
示无异议后确定表彰对象，吕
明玉以特别突出的事迹，且其
事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感召
力、示范性,最终光荣入选。

(宋英红)

山东省技师工作站开始申报啦

本报文登12月23日讯 日前，省人社厅下发通知，山东省技师工
作站申报开始。

申报山东省技师工作站的条件是申报企业具有3名以上社会公
认、技艺精湛并在生产实践中起带头作用的知名技师或高级技师,其
中至少有1名全国技术能手、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产业技能类)、齐鲁
首席技师等相应层次的高技能领军人才；经营管理状况良好,能为进
站高技能人才提供较好的工作和学习条件；有独立承担过省或市级
以上重大项目的经历、经验和成果；建立完善的“山东省技师工作站”
工作制度,确保每年为企业或社会培养10名以上高技能人才。

文登区人社局要求，各符合条件的区属企业要高度重视，认真组
织实施,严格标准条件，确保推荐申报质量。 (顾旭 王炜)

文登区七里汤中学七项措施推进诚信校园建设
本报文登12月23日讯 本

学期以来，为创建“模范诚信校
园”，文登区七里汤中学采取七
项措施，建立覆盖学生校园生
活主要方面的诚信网络，促进
学生建诚立信，人人争做诚信
少年。

在各教学楼设置爱心诚信
服务站，里面有雨伞、笔、尺等
日常用品。方便学生随时取用，
取用和归还时自觉记录。各班

在教室设立诚信作业台，每天
早晨学生将保证是自己独立认
真完成的作业交到诚信作业
台，教师对学生所交作业进行
检查，对不交诚信作业的学生
进行批评教育。每次考试，学校
在各年级设置两个诚信考场，
学生信用积分高者方可加入，
考试时实施无人监考。建立诚
信食堂，学生如果中午忘带饭
卡，可以在诚信签字表中签字，

第二天补刷即可。在走廊上为
各班级建立诚信图书角，学生
借阅时自动填写借阅时间，看
完后自动填写归还时间。建立
诚信运动场，学校在操场上设
置了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球
筐，将球置于其中，学生诚信取
用，诚信归还。每学期末评选

“诚信学生”，在宣传栏、文化墙
等处展示，并给予一定物质奖
励。 (王松)

本报文登12月23日讯 今
年，文登区妇幼保健院积极响
应消费扶贫政策号召，结合医
院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开展“消
费扶贫”活动，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采购贫困村、贫困户产品，以
实际行动促进贫困群众脱贫增
收。

今年以来，文登区妇幼保
健院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动员

全体党员干部参与消费扶贫，
关注扶贫产品，营造“消费扶
贫，人人共担”的良好氛围。通
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
方式，打通贫困村流通、消费等
销售环节的痛点、难点，为贫困
群众增收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先后帮助贫困村销售面粉1000
多斤，苹果10000多斤，形成了
以消费促进贫困群众增收，打

造全院职工广泛参与的消费扶

贫新格局。
下一步，文登区妇幼保健

院将加大“消费扶贫”宣传力
度，在全院树立“涓涓细流、汇
成大海”的爱心扶贫理念，积极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扶贫消
费，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扶
贫”氛围，助力推进消费扶贫政
策落地见效。 (朱霖)

文登区妇幼保健院消费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宋村中心卫生院

开展冬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文登12月23日讯 为进一步提高职工安全生产知识水平，
消除火灾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近日，文
登区宋村中心卫生院组织开展了2020年冬季安全生产演练培训。

在培训过程中，医院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通过现场演示讲解，职工们学习了如
何正确地排查安全隐患和使用室内消防栓、灭火器，并掌握了疏散逃
生的正确方法，提高了职工们对初期火灾的扑救能力和应急处理能
力，增强了职工们的安全防范意识。

通过此次培训，职工们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
掌握了必要的安全消防知识和正确自救的基本方法，对突发事件的
实际应对和处置能力也有所提高，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隐患。

(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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