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怡园中学开辟楼顶菜园，开展劳动教育

乳山市怡园中学从实
际出发，将实验楼楼顶改
造成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因地制宜开展劳动教
育。天台上用塑料板围成
一块块小菜地，一个班对
应一块菜地，同学们还给
各自班级的专属菜地取了
诗意的名字。4月1日上午，

学校举行楼顶菜园“怡园”
揭牌仪式，吸引了不少家
长前来“捧场”。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师生们一起
动手，在各自班级的菜地
中播下希望的种子，享受
劳动带来的快乐。

“怡园”作为户外的生物
教室，是全校劳动教育阵地

和美育基地，还将承担环保
教育的功能，其中的许多设
施都是师生们旧物利用的成
果，比如利用旧轮胎改造成
的花盆等。此外，“怡园”还将
作为该校学生社团的活动基
地，并起到加强家校联动的
作用。

(刘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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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强师生防范春季传染病的意识，临港区蔄山小学开展体育比赛、晨午检制
度和卫生管理等多项活动，将预防工作落到实处。 (赵伟)

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防电信诈骗知识讲座

为提高广大师生的防
骗、识骗、拒骗能力，最大限
度减少财产损失，近期，乳山
市下初镇中心学校开展防电
信诈骗知识讲座。本次讲座
特邀镇派出所法制副校长王
晓飞为主讲人。

王所长结合辖区内发生
的电信诈骗案例，深入剖析

“贷款”、“引诱兼职刷单”、“冒
充熟人、领导”、“冒充购物客
服退款”、“购买游戏装备”、

“低价商品引诱”、“注册
APP”、“冒充公检法”、“杀猪
盘”、“注销不良征信记录”等
常见的几大骗局，以通俗易
懂的语言生动地描述了犯罪
分子实施诈骗行为，并详细

分析了骗子是如何抓住受害
人的心理行骗。通过这次法
制讲座，师生们深入了解了
电信诈骗的形式、套路，大家
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做到不
贪小便宜，遇事不恐慌，有困
难找警察的安全观念，让骗
子们无从下手。

(刘玉东)

西苑学校开展传承和弘扬红色信仰主题教育

只有不断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党员干部才不会在
干事创业中迷失信仰方向。
为继承革命精神，坚定师生
红色信仰，乳山市西苑学校
党支部以红色文化为载体
扎实开展爱国教育。

学校利用党、团、队活
动室室外走廊打造“红色文

化长廊”宣传党的发展历
史;设立红色体验室，以红
军长征为主线，弘扬革命精
神;挖掘英雄小楷模，以名
字为班级命名，提炼班级精
神，营造“红色校园”文化氛
围，让学生处处感受红色文
化的浸润！为增强师生红色
体验，学校组织师生参观马

石山纪念馆、胶东育儿所、
天福山革命纪念馆、胶东特
委根据地等红色教育基地，
追忆历史、缅怀英烈，感受
今天来之不易地幸福生活。
全体师生以立德树人为己
任，传承和弘扬红色信仰，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于春霞)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召开春季安全教育工作会议

为增强全体师生的安
全防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
能力，全面普及校园安全常
识，近日乳山寨镇中心学校
召开了春季安全教育工作
会议，部署落实安全教育问
题，全体师生参加了会议。

会上，吕主任简要介绍
了关于安全教育方面的知

识，通过具体的事例讲述了
校园周边存在的一些安全隐
患和校园安全常识，从水电
安全，防盗防骗，人身财产安
全等多个方面，列举了安全
事故的危险性，要求各部门
在普及安全教育、提高防范
意识、营造安全氛围的同时，
要有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和责任意识，做好校园
安全稳定工作，为师生幸福
成长夯实基础。此次安全教
育，让老师和同学们意识到
了自己安全防范能力的不
足，认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
要性。全校师生将不断提高
自己的安全警觉，把安全问
题放在第一位。 (冷英杰)

走红色基地，学党史，悟思想

为激励全体党员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近日，乳山
市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党支
部组织开展了“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
党日活动。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走进崖子镇胶东育儿
所纪念馆、许世友战时指挥
所、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等
红色教育基地，以参观学
习、上党课、重温入党誓词
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学党
史、悟思想活动。

初春的崖子镇红色教
育基地，青山绵绵，溪水依
依，连同古色古香的屋舍，
见证和诉说着抗日战争中
那段难忘的感人历史。1942
年至1955年，胶东育儿所

300名乳娘和保育员哺乳了
1223名革命后代，肖国英、
王葵敏、姜明真等一个个闪
光的名字和她们的英雄事
迹铭记在每一名党员干部
心头。胶东育儿所的英雄事
迹，在中国历史上、在每名
党员干部心中矗起一座不
朽的丰碑。

许世友将军1942年起，
领导胶东军民开展艰苦卓
绝的游击战争，粉碎日、伪
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发
展壮大人民武装，这段历史
也成为红色乳山永存的记
忆。

山路宛转，马石山迎风
巍立。王殿元、吴天阳、孙在
军、赵亭茂、吕武斋、周万

河、王文礼、王家旺、杨德
培、李贵的十勇士英雄事
迹，谱写感人历史。“日寇逞
疯狂，凶残大扫荡，百姓安
危大于天，党和群众共存
亡……同归于尽慨而慷，一
腔热血染山岗……”永恒的
承诺壮志凌云！感怀党员干
部心间。

本次“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主题党日
活动，让大家的心灵经受了
一次净化和洗礼，提高了党
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坚定了
理想信念和践行使命初心
的革命意志，为永葆奋斗初
心汲取了奋进的力量，也为
党史学习教育启航加油。

(高岭)

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书写时代奋进之笔

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让学生能够对国内外主要
形势有正确了解，能够对党
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正确
认识，促进学生德育方面的
全面发展，乳山市畅园学校
开展青少年形势政策宣讲
活动。

张耘校长做了弘扬爱

国主义报告，报告主要从忆
昔、思今、展望三个方面展
开。他先是讲述了志愿军战
士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又
回顾了年初疫情面前白衣
战士义无反顾的爱国情怀，
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主要
形势，最后对新时代的中学
生提出要求，做到四个学

会，争做四有新人。
本期形势政策宣讲课

引导广大师生涵养家国情
怀，坚定民族自信，弘扬爱
国之情。课后，师生们纷纷
表示，定会牢记使命，坚定
理想，努力学习，做能够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徐文英)

“体验”上岗，服务“尝鲜”

——— 与乳山市税务局首批“税务体验师”共话税收新服务

纳 税 服 务 好 不 好 ，
“税务体验师”说了算。近
日，乳山市税务局向社会
招募 6名“税务体验师”，
先行体验“一对一”税务
服务“精品SPA”，并提出
针对性意见。通过实地参
观、换位体验、问需问计
等方式，在征纳间架起交
互 畅 通 、服 务 高 效 的 桥
梁。

“我们公司是二类出
口企业，每个月都要办理
出口退税业务，从以前的
纸质申报到现在的网上
申报，从以前的几天到账
到现在的24小时到账，可
以说见证了税务出口退
税业务的升级换代。”谈
及税务服务优化，乳山市
福泰制衣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税务体验师许良
刚在体验过压缩出口退
税办理时限后高兴地说，

“昨天上午刚申请的67万
元的退税款，今天就到账
了，及时的资金回流让我
们在最短的时间迅速实

现资金流转，税务压缩出
口退税办理时限这一举
措为企业注入了一支‘最
强动力剂’！”

据悉，乳山市税务局
积极响应上级重点企业

“随报随批，随批随退”政
策，继续推动出口退税审
批提速，创造一类出口企
业最快1 . 5个工作日完成
退税审批的记录，同时力
争一、二类企业“随报随
批、随批随退”，24小时退
税到账。不仅如此，乳山市
税务局还推出企业提速注
销等便捷新举措，定期查
看“好差评”系统，发现问
题及时回访，确保纳税人

“好评率”、实名差评“回访
整改率”两个百分百。

纳税人满意度是检
验税务部门工作质量的

“试金石”。税务体验师不
仅 体 验 了 新 政 策 、新 产
品，还现场感受了各类业
务办理流程和服务举措，
结合自身业务办理的难
点 、堵 点 ，提 建 议 、提 需

求，把“发现问题”环节放
在最前面，打开了与税务
部门之间的“双向沟通渠
道”。“税费产品亲体验，
便捷高效省时空，暖暖笑
意春风荡，频频眷顾勤思
悟，乳山税务传佳话，贴
心服务立奇功！”一位名
为“碧海青天”的体验师
有 感 而 发 ，即兴 作诗一
首。

“通过邀请‘税务体验
师’现场了解新政策、体验
服务举措和业务流程，我
们能够更加直接地了解纳
税人需求，找准提升服务
的着力点和突破点。”乳山
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局
长于信东说道，“‘税务体
验师’活动是税务优化营
商环境、和谐征纳关系的
一个缩影，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在服务升级、办税提
速上下功夫，致力于推出
更多高效便捷的服务举
措，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助
力企业‘轻装前行’。”

(孙媛媛)

乳山市滨海新区：党风廉政进社区,党纪法规入人心

近日，乳山滨海新区(银滩
旅游度假区)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活动为契机，组织辖区社区利
用专题学习班集中学习等形式，
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上级文件精
神等，提升敬畏法律法规的思想
自觉。通过机关干部群、社区工
作群等互联网方式，不定期转发
上级政策和典型案例通报，提高
学习的质量和效果。会议上，新
区纪工委工作人员指出，社区党
员干部要强化工作纪律和工作
作风，优化服务意识，同时，结合
社区当前实际，进一步提高党员
干部的思想觉悟，把社区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徐园园 张学青)

上投摩根恩学海：立足长期 尽早规划养老投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
势加速，养老投资近年来已成
为全民热议的话题。近期，上
投摩根Alpha Talk系列直播节
目中，上投摩根全球资产配置
及退休业务首席投资官恩学
海作客直播间，畅聊养老话
题。他指出，养老金管理发展

潜力巨大，或将成为中国资产
管理行业未来的新高地。对于
居民而言，传统的养老观念要
改变，应尽早规划个人养老投
资，同时立足长期，通过多元资
产配置为养老规划未雨绸缪。

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
恩学海建议养老投资规划

越早开始越好，投资者可通
过多元资产配置来布局未
来的养老投资。因此，投资
者应将目光放长远，在做好
相应资产配置后，不要受到
短期市场波动的影响而轻
易改变计划，应耐心坚持以
争取更优的养老投资回报。

中欧嘉益 4月19日正式发行

“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募
基金市场迎来高速发展，居民
资产配置需求不断释放。据
悉，拟由中欧基金平衡型投资
老将王健掌舵的中欧嘉益一年

持有期混合基金即将于4月19
日起正式发行。中欧嘉益将兼
顾估值与成长。该基金一方面
将聚焦低估值，根据不同行业
特征、产业周期采取不同的估

值标准，力求以更合理的价格
买入优质资产，另一方面将聚
焦标的长期成长性，重点挖掘
估值稳定行业中的高成长性和
成长性确定下的估值折价。

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关注师生安全，共建平安校园

为进一步增强同学们
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预防和减少中学生校
内踩踏事故的发生，荣成
市第三十五中学举行防踩
踏安全演练，增强师生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
力。

随着警报的鸣起，防
踩踏应急疏散安全演练拉
开了帷幕。全体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按照指定的路
线有序撤离。撤离过程中，
各楼层平台、转弯处值班
教师恪尽职守，指挥和疏
导学生转移，确保学生安

全，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
序。

此次安全演练，旨在
增强师生的应急避险意
识，进一步宣传安全自救
知识和自救互救技巧，营
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

（王丽英）
我们一起“知危险，会避险”

为切实提高广大青少
年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
力，保护学生健康成长。荣
成市第三十五中学以安全
教育日为契机，全校联动，
周密部署，积极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安全教
育活动，将安全教育工作

真正抓实、抓细，确保全校
师生的安全。

学校以主题班会、手
抄报宣传等途径为载体，
有针对性的开展安全教育
活动，切实提高同学们的
安全意识。

通过“安全教育日”专

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体
验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
性。在以后的教育活动中，
学校将积极发挥家校教育
的主阵地作用，使安全教
育永远贯穿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促进学生健康平安
成长。 （张信平）

扶起道德的标杆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
学校，是对孩子进行德、
智、体各方面启蒙教育的
最主要场所。为此，荣成市
第二实验中学于3月26日
晚举办“如何培养孩子的
道德评判能力——— 扶起道

德的标杆”父母工作坊讲
座。本次讲座由荣成市第
二实验中学曲瑷瑛老师主
讲，讲座中曲老师首先诠
释了道德的含义，通过身
边的案例剖析培养孩子道
德评判能力的重要性、重

难点以及策略。
道德认知是源自生活却

高于生活的一种意识理念，
为了孩子健康、健全的成长，
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会与家
长、社会携手做好家庭教育
这个课题。 （曲瑷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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