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开学学第第一一课课环环翠翠区区致致敬敬抗抗战战英英雄雄
31所中小学校同步举行，主题：英雄不朽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张伟伟 苗菁雯) 8

月31日全市中小学将正式开学。
记者从环翠区教育局了解到，今
年开学第一课环翠区将以纪念
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契机，号召
全区31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向抗
战英雄致敬。

据了解，围绕开学第一课，
环翠区各学校将组织丰富多彩

的活动。27日，记者从多所学校
获悉，2015秋季开学第一课活动
方案已经出炉，各学校将围绕

“英雄不朽”这一主题展开丰富
多彩的活动，通过开学第一课向
抗战英雄致敬，铭记先烈，传承
历史。

“开学第一课上师生将进行
讲述抗战英雄故事的互动，解放
军战士还将现场展示军姿，让学

生们现场感受我们时代英雄的
正能量。”锦华小学副校长崔晓
琳介绍，背景音乐也全部是《英
雄赞歌》等红色革命歌曲，学校
通过英雄的精神激励学生们奋
勇向前，引导学生们在“乐学善
思，博雅笃行”校训指导下，讲文
明、学智慧、懂感恩。望岛小学则
以“永远的英雄·不朽的旗帜”为
活动主题，通过开学第一课，让

全体师生通过活动接受爱国教
育的洗礼。8月31日当天将有老
师、学生、家长亲手制作五星红
旗，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版画
展，红色歌曲演唱等丰富多彩的
演绎，家长也将现场主持献唱，
互动性十足。码头小学将邀请海
军某部队到校与学生同上第一
课，还将有精彩的诗朗诵、口风
琴演奏等表演。

荣成环保局

招20名协管员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许君
丽) 记者从荣成市人社局获悉，
根据工作需要，荣成面向社会为
荣成市环境保护局招聘20名环
保协管员。符合条件人员请于 8
月31日至9月1日报名。

据了解，报考人员须具有良
好的品行和适应岗位的身体条
件；具有荣成市常住户口；大专及
以上学历，专业不限，退伍士兵学
历可放宽至高中、中专以上学历；
限男性，年龄在18周岁至30周岁
(1984年8月31日至1997年8月31
日期间出生)，退伍士兵年龄可适
当放宽至35周岁(1979年8月31
日以后出生)；荣成市征信管理系
统个人信用等级为B 级及以上
的。此外，经人社部门统一招聘在
其他岗位工作不满一年的公益性
岗位工作人员不得报考。

新新生生
报报到到

27日是威海市古寨小学新
生报到的日子。记者在古小及市
区周边学校看到，不少家长早早
地带着孩子前来熟悉校园，有些
学校还安排了妙趣横生的师生见
面交流。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石岛新港获批

筹建进口肉口岸

本报 8月 27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李钟芸 ) 日
前，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复函同意在石岛新港等省内
3处口岸，筹建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

今年以来，受资源和价格影
响，荣成市肉类加工企业原料进
口量大幅增长。目前，荣成市进
口肉类及副产品主要从青岛、烟
台等口岸进口，检测周期长、物
流环节多，成本相对较高。石岛
新港进口肉类指定口岸建成后，
粗略估算，荣成市进口肉类产品
仅物流一项，肉类进口企业每年
可节约成本2500万元。

按照要求，石岛新港将在山
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技术指
导下，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筹建。
建成后，将由国家质检总局组织
专家审核验收，合格后将予以正
式批准开展肉类进口业务。

一一年年级级新新生生入入学学需需接接种种八八种种疫疫苗苗

高区设置12处

自助电力缴费点

为方便市民交电费，威海供
电公司在高区设置了12个自助缴
费点，分别位于威海市火炬路216

号(一楼营业厅外侧)，威海市昌
华路(张村营业厅外侧)，东河北
彩凤山城小区，大岚寺村委对面
家家悦，钦村路家家悦北50米盛
世花园小区，后峰西小区物业，北
小城村委，北江疃村委，张村世纪
新城民生银行，羊亭供电所，威高
花园民生银行，初村供电所。

记者 许君丽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淑艳 张伟伟)

8月31日开学后，原千山路小
学副校长崔晓琳将轮岗到锦华
小学担任政工副校长，而像崔
晓琳一样轮岗的校长教师在还
有很多。日前，威海市下发《关
于推进区市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将
轮岗交流制度化，并力争 3至 5

年实现区市域内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常态化。

“感觉压力更大了。”崔晓

琳说，在千山路小学工作了 7

年，对原来的工作环境、工作程
序都很熟悉，到了新环境，要重
新了解和适应新的学校。崔晓
琳说，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从大
方面说优化教育资源的均衡配
置，往小了说对轮岗的个人是
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在一个地
方待久了，容易以经验处事，不
一样的环境，能激发不一样的
工作热情。”接下来一个聘期
内，崔晓琳将在锦华小学开展
工作，直到下一次交流轮岗，而

原锦华小学副校长李季则轮岗
到鲸园小学担任业务副校长。

日前，市教育局、编办、人
社、财政等 4 部门联合下发了

《意见》，规定全市义务教育阶
段公办学校校长和在编在岗教
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职满2

个聘期 (每个聘期为 4 年 )的校
长以及符合交流轮岗需求的校
长；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8年
或以上、年龄 50周岁以下的教
师以及其他因工作需要或本人
自愿申请交流的教师，必须交

流轮岗。其中，每年教师交流比
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人数的
1 0%，参加交流的骨干教师比
例 不 低 于 交 流 教 师 总 数 的
20%。城镇学校、优质学校交流
到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教师，
交流时间不少于3年，校长每次
交流的年限原则上不少于一个
聘期。

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
威海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开
展已久，仅 2014年全市县域内
教师交流人数达到800多人次。

威威海海推推行行校校长长教教师师轮轮岗岗常常态态化化
囊括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城镇优质师资向农村薄弱学校倾斜

本报 8月 27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尹传田 ) 2 7
日，记者从威海市公墓管理处获
悉，今年海葬活动将于9月中旬
举行，目前已有 80 余名逝者的
家属提出申请。据悉，海葬报名
须由经办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
及已被注销的死亡人员居民身
份证、户口簿或者能证明死者是

本市户籍的相关证明，到市公墓
管理处报名办理，具体事宜可咨
询威海市公墓管理处。

为推动绿色殡葬，2012年，
威 海 市 开 始 举 行 免 费 海 葬 活
动，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相比
其他丧葬方式，威海市本地户
籍骨灰海葬服务不花一分钱，
海葬过程中，免费撒散具有威

海常住户籍死亡居民的骨灰，
免收4名丧属的船舶使用费，对
海葬过程中使用的可降解盒、
鲜花、手套、礼仪、海葬证等全
部免收费用。但对撒散非威海
市常住户籍死亡居民的骨灰，
按每具骨灰500元标准收费。参
加海葬活动的丧属超过4人时，
每超1人收费50元。海葬活动由

威海市公墓管理处统一受理和
承办，经办人持本人居民身份
证及已被注销的死亡人员居民
身份证、户口簿或者能证明死
者是威海市户籍的相关证明，
到威海市公墓管理处报名办理
相关事宜。

今年海葬区域仍位于国家
5A级风景区刘公岛外海、主航

道内侧，乘船来回仅需一个小
时。根据报名情况，届时工作人
员将分批进行安排。目前，威海
市共举行了4次海葬活动，先后
为 200 余名逝者的骨灰实行了
免费海葬。记者从市公墓管理
处了解到，今年的免费海葬活
动定于9月中旬举行，具体时间
视天气情况决定。

22001155年年威威海海海海葬葬下下月月中中旬旬举举行行
之前四次先后为200余名逝者的骨灰免费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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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徐兵) 27日，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凡
今秋小学入学的新生，报名时
需携带计划免疫证，证件需要
有国家计划免疫的8种疫苗接
种记录。如孩子未完成国家一
类疫苗接种，应及时补种，以免
影响入学。

据了解，按照国家规定，目
前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
疫苗(糖丸)、百白破疫苗(白破
二联疫苗)、麻腮风疫苗(麻风疫
苗、麻疹疫苗)、乙脑减毒活疫
苗、A群流脑疫苗和A+C群流脑
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这
些疫苗是适龄儿童小学入学必
须接种的疫苗。

另外，家长可以根据感染疾
病的风险，家庭经济承受能力，
孩子的身体情况等选择是否为
孩子接种第二类疫苗。常用的有
流感疫苗、水痘疫苗、流感嗜血
杆菌疫苗( HIB疫苗)、轮状病
毒疫苗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疫
苗之间应该有接种间隔。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于

科长提醒家长，若发现接种证丢
失，可携带有效证明(户口簿、暂
住证)去辖区接种疫苗的预防接
种门诊说明情况，经接种医生核
实，就可以参照该儿童的接种卡
进行补证。如果儿童有漏种的疫
苗，可以去幼儿园、小学所在地
的预防接种单位抓紧时间进行
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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