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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人人获获评评““全全国国孝孝亲亲敬敬老老之之星星””
乳山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获评模范单位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田苹桦 林伟
强 ) 近日，全国老龄办、民政部
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敬老爱
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评选出
第六届敬老模范人物和敬老模
范单位，威海市的一家单位和
四名个人分获“全国敬老模范

单位”、“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2014年，第六届全国敬老

模范人物和模范单位评选工作
开展以来，全国各级敬老主题
教育活动主办部门认真组织实
施，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并通过
网络向社会公示，经评选委员
会评选，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主

题教育活动组委会认真研究，
决定：授予叶如陵等10人“中华
孝亲敬老楷模”荣誉称号；授予
黄薇等 60 人“中华孝亲敬老楷
模提名奖”荣誉称号；授予徐强
等2736人“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荣誉称号；授予北京市西城区
民政局等136个单位“全国敬老

模范单位”荣誉称号。
威海市有一家单位和四名

个 人 分 获“ 全 国 敬 老 模 范 单
位”、“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其中，乳山市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获评“全国敬老模
范单位”。

此外，照顾生活不能自理

的父母十几年至今未嫁的陈华
丽、为社区百姓谋福利的古陌
居 委 会 党 总 支 书 记 主 任 冯 鲁
威、自筹资金 90 余万元建立托
老养老机构的毕诗壮、26 年如
一日照顾岳母的乳山退休教师
姜培荣等四人获评“全国孝亲
敬老之星”。

威海新增4家

部级水产养殖场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刘
洁) 22日，记者从威海市海洋与
渔业局了解到，日前，农业部公布
了第九批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名
单，威海市明达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等 4企业榜上有名。截至目
前，威海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
场达到43个。

据介绍，农业部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创建标准对生产条件、
操作、管理、示范辐射等方面有详
细规定，其中，工厂化养殖水面面
积3000平方米以上，并具有循环
水处理设施或设备，水产品年产
量200吨以上；主动为周边养殖户
提供健康养殖技术咨询和培训服
务。至少联系和示范带动周边养
殖渔民100户以上，对联系户每年
举办1至2期培训班，提高周边养
殖渔民对健康养殖的认知程度和
操作技能。

目前，威海共创建省级示范
场57个，其中43个晋升为部级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健康养殖示
范面积近50万亩，年出产各类优
质水产品80万吨以上。

助助老老
12月22日，威海公交集团走进张村皂南台社区及菊花顶等社区，为社区老人

办理免费乘车卡及半价乘车卡，使得老人们免得绕远到公交卡办理点办卡，就近便
可取卡。

本报记者 李孟霏 摄影报道

新新都都小小学学举举办办首首届届读读书书节节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于明瑜 ) 22
日开始，新都小学第一届“迎元
旦，追梦中国”读书艺术节活动
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为期一周，
全校师生和部分学生家长参加
活动。

本次活动以“相约经典，追
梦中国”为主题，以每月主题推
荐阅读的内容为主。孩子们以
各种形式展示经典，包括诠释、
演绎、传诵经典，让中华经典的
铿锵音韵在校园上空回响。

当日，低年级以诗歌唱诵
表演为主，有传诵广远的古诗

文诵读舞蹈《游子吟》、朗朗上
口的新诗歌《猜猜我有多爱你》
等；中高年级以课本剧为主，有
可爱的童话故事表演，也有气
势磅礴的三国演义表演。活动
少不了家长的参与，家长和孩
子们一起朗诵，共享阅读带来
的快乐。

新都小学工作人员介绍，
“校园读书艺术节”已成为学校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
台，“同学们通过诵读经典感受
中华经典文化，通过展示风采、
交流学习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
志愿者和实践者。”

高区1企业获封

“创业型企业”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孟霏 通讯员 张哲 ) 日
前，高区辖内的山东海富光子
股 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评 选 为
2014(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创
业园百家企业”之“最具创业型
潜力企业”称号并被授予了奖
牌和证书。

此次评选活动由中国技术
创业协会留学人员创业园联
盟、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共同主
办。此次评选共计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14家企业入围“最具成
长性企业”、20家企业入围“最
具投资价值企业”。

截止目前，高区共有2家
企业在“中国留学生创业园百
家 企 业 评 选 活 动 ”入 围 。在
2013年“第四届”“创业成长
型企业”评选中，威海远航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封此
称号。

消消防防大大队队为为福福利利院院儿儿童童营营造造安安全全居居住住环环境境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许

君丽 ) 冬季是防火关键时期，
为加强院内消防安全监管，提高
防火意识，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发
生，22日，环翠区公安消防大队
北山路中队来到威海市儿童福
利院，开展消防演练。

当日，消防工作人员对儿童

福利院内的灭火器、消防栓、疏
散通道、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
和消防安全预案、人员值班等软
硬件设施进行了详细检查，特别
对学生宿舍、厨房、活动室等重
点部位逐一进行了排查。根据检
查结果，消防大队提出相关建
议，要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定期

对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维护保
养，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灯要随
时保证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宿舍
明火取暖设施等。

随后，消防官兵还现场组织
工作人员进行演示，提高他们的
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并结合院内实际情况，向工作人

员详细讲解火灾的预防、初期火
灾的扑救、火场自救逃生以及消
防器材的使用方法等消防知识。
此次消防演练，有效增强了职工
们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他们
应对火灾事故的防御和自救能
力，为院内孩子们营造了一个安
全和谐的居住环境。

444433 .. 55万万元元标标准准化化奖奖励励资资金金到到位位
62项标准化项目符合条件

本报 12月 22日讯 (记者
李孟霏) 日前，威海市2013年
度443 . 5万元标准化项目奖励
资金拨付到位。威海市27家企
事业单位的 6 2 项标准化项目
符合奖励条件。

2013年，威海市27家企事
业单位的 6 2 项标准化项目符

合奖励条件，其中主持国家标
准制定 2 项、主持国家标准修
订 4 项、主持行业标准制定 2
项、主持行业标准修订2项、主
持地方标准制定 7 项、参与国
家标准制定 6 项、参与国家标
准修订12项、参与行业标准制
定 16 项、参与行业标准修订 6

项、参与地方标准制定2项，承
担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 3 项，
奖励资金共计443 . 5万元。

据了解，自2010年威海市
政府出台了《关于全市实施标
准化战略的意见》和《实施标
准化战略奖励办法》以来，威
海市各行业标准化生产水平显

著提高，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
转型升级。

2014年，威海全市新增国
家标准 24项、行业标准 26项、
地方标准11项，全市企事业单
位累计开展国家标准制修订
217项、行业标准 269项、地方
标准61项。

乳山一实小开展

健康查体活动

本报12月22日讯(通讯员
孙新君 宋悦) 近日，乳山市第
一实验小学邀请城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所有学生进
行了一次全面健康查体。

医院的检测人员为学生进行
了身高、体重、视力、血压、肺活
量、胸围、牙齿保健等多项测量和
检查。在体检的同时，体检人员对
学生体检数据进行了个体和群体
的统计、分析、评价，并将作出具
体的统计报告，按照每个学生的
差异提出健康指导意见，于体检
后两周内反馈给学校。

据介绍，学校将《保护视力常
识》《儿童肥胖知识》《肺活量常
识》《预防龋齿知识》等上传学校
网站，并在班会上讲解相关方面
的常识，加强学生健康意识；同时
建立“一生一卡”学生健康档案，
将对本次学生体检情况进行整
理、存入学生健康档案，对检查出
的问题，立即通知家长及时带领
学生到医院就诊；还通过多种形
式对学生进行健康知识教育。

为了确保冬季的用电安全，
文登区文城供电所多措并举。一
是加强对线路和设备的巡视检
查，对发现的隐患逐一登记备案。
二是大力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提
高居民对安全用电的重视。三是
进一步完善安全用电应急预案，
做好风险防控，同时储足备品备
件，严阵以待。 通讯员 王国海

为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提
高学生自护自救能力，临港区黄
岚小学与黄岚派出所联合开展

“小手拉大手平安进校园”活动，
这一活动的开展将安全知识送进
校园，通过学生带动家人，影响社
区，从而达到覆盖整个社会的目
的。 通讯员 杨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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