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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乳山山全全民民动动员员誓誓师师““五五城城联联创创””
市级领导立“军令状”，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入手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嘉 吴金娣 ) 19

日，乳山召开“五城联创”工作动
员会议，全面启动全国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健康城
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国家智
慧城市试点市创建工作。

近年来，乳山获得国家出口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慢病防治
示范区等“国字号”荣誉，大大提
高了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为适
应经济新常态，乳山在深入论

证、广泛调研的基础，从科学发
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的高度
出发，提出了“五城联创”工作。

乳山“五城联创”工作涉及
卫生、健康、城建、食品安全和精
神文明等多个方面，对提升城市
品牌、城市竞争力，完善城市环
境、城市功能，推进依法治市、社
会治理，改善民生和提高市民素
质等具有重要推动力。乳山将通
过本次“五城联创”工作，改善城
市外在环境，完善内在服务功
能，倡树文明新风，擦亮城市名

片，推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
按照创建互为促进、互为提

升、互促互建的目的，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乳山通盘考虑、一揽
子抓“五城联创”工作，将五城创
建测评体系中互相交叉或互相
关联的民生改善工程和民生实
事项目按照最高标志进行统一
规划、同步实施，避免今天建明
天补的资金重复投入和资源浪
费，以最经济、最节约的方式，让
百姓分享到“五城联创”的最大
红利。

动员会也是誓师会。乳山成
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任总指挥
的“五城联创”工作指挥部，下设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市、国家卫生城市和健康
城市、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等四个
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会上，四
名市级领导牵头的专项创建小组
立下“军令状”，将创城工作纳入
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作为干部
选拔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

在创城工作中，乳山将坚持
问题导向，突出重点，从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
突出问题入手，着力加强完善城
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城
市管理水平、市民文明素质等薄
弱环节，推动“五城联创”工作全
面开花。

乳山还将以创城为契机，把
创城工作与年度争先创优和创
新亮点工作结合，努力争创全国
养生养老示范基地、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全国双拥模范城等更
高荣誉，通过创城效应，提升城
市形象品牌软实力。

文登检察院

启动警示教育月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苏冬辉 曹春蕾) 3

月，文登区检察院集中开展“警示
教育月”活动，为全年检察工作创
造良好的廉政环境和纪律作风保
障。

30多名关键岗位检察干警，
同文登区纪委组织的300多名区
直部门干部一道参观该院反腐倡
廉警示教育基地，每周五向全体
检察干警发廉政短信，以廉政纪
律教育日为平台，深入学习廉洁
从检若干规定及检察人员纪律处
分条例，增强干警拒腐防变的意
识，从源头上预防检察干警违法
违纪。

““谈谈天天””
19日，威海市气象局在江

家寨大集举办主题为“气候知识
服务气候行动”的气象日宣传活
动，普及气象防灾减灾知识，回
答市民问题。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草庙子小学

加强作风建设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许道莲) 18日，草
庙子小学召开“育阳光学子 享
教育人生”作风建设教育工作大
会，全校教职员工参加。

会上，校方对一年来取得的
成绩进行了表彰和鼓励，对存在
的不足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和希
望。安婷婷校长传达了“临港区教
育系统作风建设曁2015年教育
工作动员大会”指示精神，并就学
校实际情况，提出了新学期草庙
子小学“育阳光学子享教育人生”
的工作主题，提倡教师在日常工
作中要做到“互相勉励，共同进
步”，在培养教育学生时要“以爱
育爱，因材施教”，在制定目标时
要“找准定位，与时俱进”。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冯
琳) 19日上午，殷树山夫妇来
到威海市儿童福利院，将3000
元现金交到工作人员手中。

这笔资金将作为专项专用
基金用于儿童。此外，塔山社区
的 6位老人还带着亲手制作的
5 0 条龙尾送给福利院的孩子

们。
去年2月底，殷树山夫妇设

立“刘彩凤、殷树山爱心基金”，
首笔基金 2000 元就拨付福利
院。

刘彩凤、殷树山夫妇还发
动塔山中学学生捐出自己的压
岁钱给福利院儿童，10几名塔

山中学学生捐款2000余元，还
有塔山中学学生跟随殷树山夫
妇前往市儿童福利院做义工。

今年，殷树山夫妇加大捐
助力度，拿出3000元现金捐献
给儿童福利院。

儿童福利院负责人介绍，
这3000元钱将先上交财政，再

经财政拨款作为专项专用基金
用于儿童。

当天上午，塔山社区6位老
人还带着自己亲手制作的50条
龙尾，提前给福利院的孩子庆

“二月二”，绝大多数孩子第一
次见到“龙尾”这种民俗工艺
品，爱不释手，连连道谢。

殷殷树树山山夫夫妇妇捐捐33000000元元给给福福利利院院
塔山社区6位老人还送去50条“龙尾”，让孩子们感受“二月二”民俗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孙先栋) 记者从
威 海 市 海 洋 与 渔 业 局 获 悉 ，
2015年，威海全市产地环节共
安排180批次检测样品的监督
抽查计划，抽检品种，以海参、
大菱鲆、对虾、贝类为主。

结合威海全市渔业生产实
际情况，市海洋与渔业局制定
2015年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检方案，2015年抽检的品种，以
海参、大菱鲆、对虾、贝类为主，
重点对辖区内健康养殖示范场、
现代渔业园区、增殖放流点、无
公害水产品获证企业、胶东刺参
质量保障联盟企业以及往年抽
检样品检测呈阳性企业进行抽
检，增加产品抽检范围和覆盖
率。2015年全市产地环节共安排
180批次检测样品的监督抽查计

划，其中水产苗种样品90批次、
水产品样品90批次。

2015年，威海还将完成山
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分配的监督
抽检任务238批次，其中养殖环
节水产苗种监督抽检75批次，
包括海参、大菱鲆、牙鲆、鲍鱼、
鲽鱼、梭子蟹等，产地水产品监
督抽检163批次，包括海参、大
菱鲆、罗非鱼等；完成养殖环节

产地水产品风险监测任务45批
次，包括海参、海带、鲆鲽鳎等，
捕捞水产品风险监测任务90批
次。其中，水产苗种监督抽检任
务分两批进行，目前正在进行
第一批样品抽样工作，产地水
产品监督抽检任务和风险监测
任务按季度分四批进行，捕捞
水产品风险监测任务分两批进
行。

本本地地水水产产今今年年面面临临118800批批次次抽抽捡捡
苗种、产品各90批次，以海参、大菱鲆、对虾、贝类为主

本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陈晓旸 ) 记者从
威海市教育局获悉，2015年威
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及
宣传材料上报工作启动，各中职
学校上报招生专业实行专业核
准备案制度，招生宣传材料必须
真实准确，不得做任何可能误导
学生的宣传和虚假承诺。

日前，市教育局下发 2015
年威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
划及宣传材料的上报工作通知，
进一步规范职业学校招生行为。
据介绍，各区市、各中等职业学
校要严格按照2015年核准的专
业上报招生专业，没有按照相关
规定审批备案的专业，原则上不
得上报。编制招生计划需依据学

校现有的师资队伍、校舍、实训
设施设备、生活设施等办学条
件，科学合理地确定各专业的招
生计划，于3月30日前上报市教
育局。

招生广告和简章的内容必
须真实准确、清晰、规范、合法。
招生广告和简章应包括学校名
称、地址、办学性质、办学水平；

招生类型、范围、对象、专业、人
数；学习形式、学制、培养目标、
学历性质及层次、毕业证书类别
和颁发办法、就业方向和情况等
内容。对校舍条件、师资队伍、实
训条件要实事求是，不得做任何
可能误导学生的宣传和虚假承
诺。

各招生学校的招生宣传材

料须经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批准备案后(市属学校由市教育
局审核批准备案)，方可在媒体
上进行宣传，

凡未进行审核批准备案或
者私自修改备案内容和虚假宣
传的学校，一经查实，视情节给
予通报批评直至取消招生资格
等处理。

中中职职学学校校招招生生计计划划开开始始上上报报
招生广告和简章不得做任何可能误导考生的宣传和虚假承诺

2014年,市财政局共拨付国有
贫困林场专项扶贫金200万元，其
中，40万元支持威海海滨林场，建
成蓄水池和防火物资储备库。30

万元支持文登国有林场打500米
深水井，建 8 间生产性用房、水
塔、蓄水池、电力、自来水管路系
统一套。130万元支持荣成市国有
林场，实施电力设施更新改造。

闫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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