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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荣成市活用“两中心一平台”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3月30日上午，山东省荣成市
崂山街道滨海公园广场一隅，一块
写着“学习强国党史知识答题区”
的展板格外显眼。在这里，一场别
开生面的“学习强国”党史知识答
题竞赛活动正在举行，引得辖区机
关党员干部和群众纷纷参与其中，
好不热闹。

据悉，该竞赛主要依托“学习强
国”平台“党史学习教育”专项答题
题库，题目内容设置与“四史”学习
教育紧密贴合，有力助力街道辖区
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营造浓厚
学习氛围。

在荣成，像崂山街道这样依托
“学习强国”平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形式屡见不鲜。今年以来，荣成市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融
媒体中心和“学习强国”平台等“两
中心一平台”作用，助推党史学习教
育全覆盖、广传播，真正让党史学习
教育在荣成“冒热气”“聚人气”。

线下活动深入人心

荣成市将文明实践理论宣讲
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融合，组织

“红宣讲”“小螺号”“文明光影”等
专家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在

《中国共产党荣成历史概要(1931-
2021)》《和风习语》等宣讲书目基
础上，结合党的历史、惠民政策、红
色故事等内容，深入基层开展“菜
单式”宣讲服务500余场次；吸纳

“五老”、百姓名嘴、红领巾等群体，
文明宣讲志愿服务团等，利用荣成
市363处暖心食堂等阵地，开展“餐
前一刻钟”党史宣讲，为老人们讲
党史，与老人同唱革命歌曲，邀请
老党员分享亲身经历，叫响了“黄
金一刻钟”微宣讲品牌。部分镇街
还利用农村大集举办建党百年主
题文化大集，现场讲述郭永怀、沈
秀芹、张晶麟等荣成籍革命人物事
迹，深受群众喜欢。

与此同时，荣成市将党史学习
教育同非遗传承、文化活动等结合。
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线下文明实
践活动1600多场次，受益党员干部
群众6 .2万余人次。

线上宣传全域覆盖

考虑到新媒体群体日益壮大的
实际，荣成市依托广播电视、网络平
台、村村响、微信群、抖音、快手、学
习强国等线上平台，广泛宣传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主要内容以
及红色故事等，让党史学习教育浸
润人心。

在各镇街、村居文明实践所、站，
荣成市利用“村村响”大喇叭，常态化
播出党史内容，并组织开展了“青年
读党史、百年再回眸”“忆先烈 学党
史”“英雄事迹进社区·忆苦思甜代代
传”等线上活动，组织青年宣讲员通
过广播、录制小视频等形式，带大家
一起回顾“党史上的今天”。

同时，荣成市充分利用市内电
视、报纸、政府网站等宣传媒介，开
设“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
新局”“党史上的今天”等专题专栏，
及时宣传报道全市各界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情况500余次；摄制百集电视
专题片《为了人民的利益——— 荣成

先锋》，七一前夕全部完成并播出；
录制荣成党史音频50多集，在广播、
直播荣成APP推出；计划摄制50集

“红印迹直播间”系列微视频，已完
成30集，通过“学习强国”平台播出
20余集。

(杨青 李晓岩)

卫生健康专栏

六旬老汉“肚大如箩”！

医生4小时切除巨大肝脏肿瘤

近日，62岁的王大叔
在老伴的陪同下，用双手
托着肚子来到荣成市人民
医院就诊。

据了解，就医一个月
前，王大叔便发现自己全
身皮肤以及小便的颜色都
发黄，有时感觉腹痛、恶
心、周身乏力。荣成市人民
医院普外科门诊就检查发
现，王大叔既往有乙肝病

史，肝胆强化CT显示肝脏
有一直径约15厘米巨大肿
瘤，考虑为原发性肝癌，需
行手术治疗。

术前，医院党委委员、
普外一科主任李志壮带领
科室手术团队进行了完善
的术前准备，制定了详细周
密的手术计划。历时4小时，
成功切除一约15厘米×13厘
米×10厘米大小的肿瘤。14

天后，王大叔顺利出院。
目前，荣成市人民医

院普外一科年开展肝癌切
除手术60余例。李志壮主
任提醒广大群众：为确保
身体健康，请按时体检，尤
其是有乙肝病史或为乙肝
病毒携带者的人群，要定
期进行肝功能化验、B超等
检查，及时发现异常，及早
接受治疗。 (李志壮)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院:

提升医患沟通能力，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日前，荣成市妇幼保
健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培
训学院高级培训顾问王勇
教授来院进行《医患沟通
的要素与艺术》专题培训。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中医
院、眼科医院、乡镇卫生院
等医务工作者共计3 0 0余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王教授以幽默风趣
的讲课风格，带动全场听

众的情绪与学习积极性，
并以各类实际案例结合
步骤、思路、方法、理解强
调在医疗工作中，医患沟
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
日后医院的医疗护理工
作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指
明了新的方向和思路。通
过此次培训会，让医护人
员感受到沟通艺术的人
文内涵，领悟到医患沟通

的重要性，荣成市妇幼保
健院、中医院始终将为患
者提供优质服务作为我
们的核心，将医德、医风
培训常态化，持续提升患
者满意度，建立和谐的医
患关系，努力建设成群众
信赖、社会满意的基层妇
幼保健机构，为市民的健
康保驾护航。

(姜欢 姜斐)

荣成经济开发区：通过省级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验收

近日，山东省循环经济协会专家对
荣成经济开发区循环化园区改造工作
进行了现场验收，经过严格的答辩，顺
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完成循环化园区改
造、验收工作。

据了解，园区循环化改造是贯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有效提高单位能
耗产出效益水平，提升资源产出率。
近年来，荣成经济开发区以建设省级
循环经济特色园区为抓手，以经济发
展转型升级为契机，按照“布局优化、
产业成链、企业集群、生态循环、创新

管理、集约发展”的要求，优化资源要
素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
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
房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实现园区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

下一步，荣成经济开发区将继续
以高质量项目推动循环经济高质量发
展，以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
政策引导宣讲等举措为抓手，让循环
经济成为推动园区经济绿色发展的新
引擎。

(刘海荣 岳晓娜)

荣成市人社部门组织60多家企业赴高校揽才

3月-4月，恰逢高校毕业生求职旺季。荣
成人社局积极与高校联系，组织浦林成山(山
东)轮胎有限公司、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等60多家企业到哈理工荣成学院、威
海海洋职业学院、山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开展
校园引聘活动，助力荣成市企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蓄足人才“水池”。

活动期间，人社部门推介了荣成市产
业发展状况，解读人才政策；浦林成山、康

派斯新能源车辆等企业现场进行招聘宣
讲。组织50多家企业在哈理工荣成学院、威
海海洋职业学院举办专场招聘，对接毕业
生达400多人次，收到简历150多份，达成就
业意向80余个。采用包车、安排住宿等方
式，组织6家企业前往山东理工大学参加春
季校园招聘会。与170多名学生进行洽谈，
收到简历30多份。

(王佳仁 王丽韦)

荣成市税务局学党史 践初心 以党建力量护航春风行动

荣成市税务局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将“学党史，践初心”党史学
习教育与“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充分结合，突出党建
引领，以党建护航春风行动，充分发挥
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有力推动了各项便民利
民惠民措施全面落实落地，提升了纳税
人缴费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为深度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真
正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荣成市税务
局以需求为导向，以“不见面、不跑腿、
不求人”为目标，推进智慧办税，拓展线
下服务，开展远程辅导。擦亮“荣易办”
特色纳税服务品牌，积极推广“非接触
式”办税，持续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
费事项范围，目前已达214项，其中203
项可以全程网上办,非接触办税面提升
至95 . 8%，提高了纳税服务质效。

为确保各项优惠快速转化为企业
发展的真正助力，荣成市税务局借力春
风行动，全面强化税费优惠政策宣传，

开展精准辅导。抽调系统内优秀党员干
部、业务精英45人，组成3支“便民办税
服务宣传队”，采取“线上+线下”双轮驱
动的方式，分南中北三个区域，按纳税
人类别开展精准税宣服务。在线上，通
过“鲁税通”征纳互动平台、钉钉、微信
等为纳税人推送各种优惠政策、办税指
南等30余条；在线下，发放税收宣传册
3000余份，为纳税人邮寄税收政策“大
礼包”300余份。成立“春风行动红色服
务项目管家”团队，积极开展“专家+管
家”服务活动，先后对21户企业开展了

“精细走访”、“结对共建”活动，与550余
户企业对接，建立“一户一策”税企联络
群，根据企业需求和困难，逐户制定税
收解决方案，为企业推送税收优惠政策
和税收风险防控方案600余条次，推动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精准落地，帮助企业
有效化解税收风险，切实提高了税法遵
从度，有效降低了征纳成本和税收风
险。

(李晓阳 向磊)

荣成民政局开展文明祭祀宣传服务

为紧盯民政服务对象需求诉求，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荣成市民政
局从严控源头、创新方式、宣传引导等方面入
手，结合“双联共建”“社区双报到”工作，集中
开展一次文明祭祀宣传服务，确保2021年清
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服务和安全保障，实现安
全、文明、和谐、有序的工作目标。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采用电视、网络及传
单等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多渠道、立体式宣
传。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倡议书》、反面案例并
组织广播转发；配合电视台录制“祭祀陋习何
时休”专题宣传节目；深入村居发放《倡议书》
及移风易俗宣传单、开展主题宣讲；在村居公
开栏、交通干道等显眼位置张贴横幅、标语、
宣传单，以此引导群众逐步破除丧葬陋习，营
造绿色殡葬、文明祭祀的新风尚。

二是推广新式祭祀方式。推出“云祭扫”
服务，开通“荣成祭祀网”网络祭奠通道；设立

“代扫”热线，对有特殊需求的市民，免费清洁
墓碑、敬献鲜花；组织开展“鲜花换纸钱”、“栽
种鲜花”等活动倡导社区居民以鲜花祭祀、网
上祭祀等环保、低碳的方式来寄托对故人的
哀思。清明期间网络祭扫平台累计服务1451
人次，提供免费代祭扫业务，市级元宝山公墓
和各镇街共栽植、购置鲜花286169枝(棵)。

三是做好清明值守工作。4月1日至7日，
荣成市民政局每天组织15余名干部职工协助
镇街及公墓做好防火及文明祭祀工作。值守
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经过长期的文明祭扫
宣传引导，文明祭祀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人
皆知。

下一步，荣成市民政局将深入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民政综合服
务保障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李洋)

温暖热心照亮千里寻家路

4月7日清晨，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政务服务大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
身患残疾，行动不便，进入大厅内手足无
措。原来，老人是临沂人，现年70多岁，在大
连务工，此次想要回乡，便一路乘船到了烟
台，因不熟悉交通路况，老人又换乘高铁来
到荣成，途中更是手机丢失，与家人失联，

身上仅剩下20多元钱，无奈之下来到荣成
市政务服务大厅寻求帮助。

了解情况后，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前台
工作人员当即启动应急处置专项预案，联系
荣成市救助站，说明老人情况。经过行政审
批、民政、公安等多部门机关干部的爱心接力
传递，老人于当晚平安抵乡。 (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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