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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启动“文明益拍”摄影活动

解痛点增亮点，打造“志愿之城”
用创新思维助力志愿服务健康持续发展

本报荣成3月12日讯 (于
静) 日前，由威海嘉盛乳业
有限公司与荣成市文明光影
志愿服务团联手开展“文明
益拍”摄影展示活动正式启
动。

为发现荣成之美，记录更
多的文明瞬间，传播文明新
风，弘扬正能量，威海嘉盛乳
业有限公司与荣成市文明光
影志愿服务团联手开展“文明
益拍”摄影展示活动。3月10
日，“嘉盛杯·2018文明益拍”摄

影展示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启
动后，文明光影志愿者分赴高
铁站、图书馆、博物馆、步行
街、公交公司等志愿服务活动
现场开展摄影活动。

“文明益拍”项目是2018
“志愿荣成”慈善公益典礼的
现场签约项目之一，项目实
行“政府资金引导、爱心企业
冠名赞助、志愿服务团队具
体实施”的运作模式，旨在引
导志愿者广泛发现荣成之
美，记录更多的文明瞬间，传

播文明新风，弘扬正能量。文
明光影志愿服务团作为项目
的签约团队，将不定期组织
摄影活动，对全市开展的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进行跟踪拍
摄，发现美、记录美、展示美，
并定期进行摄影作品展示，
通过“文明荣成”、“荣成市志
愿服务联合会”微信公众号
等媒体进行对外公布，接受
大众点评，此外还将举办季
度赛和年终总决赛，评选一
批优秀获奖作品。

荣成首次举办空竹社会指导员培训

本 报 荣 成 3 月 1 2 日 讯 ( 邓
英英 ) 日前，荣成市体育局
邀请知名专家，为全市的空竹
社会指导员进行培训。这也是
荣成市体育局首次引入空竹
培训，不仅加强了指导员队伍
建设，也丰富了市民的体育活
动类型。

为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内
容，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
员队伍建设，给全市广大健身
市民提供更多科学、合理的健
身方法，3月6日至8日，荣成市
体育局举办了 2 0 1 8 年荣成市
空竹社会指导员培训班。此次
活动邀请了国际空竹艺术节

金奖获得者、淄博市空竹协会
会长陈乃杰授课。来自市老年
体协、曙光社区的 1 2 0名体育
爱好者参与活动。

培训内容以基础抖动开
始，穿插外抛、横摆等初级教
程，并教授绕花线灯笼花、大
车轮、蝴蝶飞、绕花线等花式
动作。

据悉，这是荣成市体育局
首次引入空竹培训，既丰富了
市民体育活动的类型，同时也
为 4月 2 9日即将举行的荣成滨
海国际马拉松打造了一支技
艺 高 超 、神 采 飞 扬 的 表 演 队
伍。

荣成居民医保首轮银行代扣完成
代扣不成功的，要根据详单提示及时处理

本报荣成 3月 1 2日讯 (邹
秀君 武囡囡 ) 日前，居民
医疗保险第一轮银行代扣缴
费工作已完成，部分居民因
账户余额不足或账户状态异
常等情况，导致代扣不成功。
工作人员提醒：要及时到签
约银行办理手续，保证第二

轮代扣能成功缴费。
为方便居民参保，今年

居民医保缴费方式有银行代
扣代缴、村委会现金缴费、自
助终端机缴费和手机APP缴
费等四种缴费方式，居民可
根据自身的情况任意选择其
中一种方式进行缴费。

采用银行代扣代缴方式
的，第一轮的银行代扣已经
结束，代扣情况详单已通过
镇 (街道 )社会保障所发至各
个村、居委会，请居民及时到
所属的村、居委会查询。从代
扣结果来看，不成功的原因
主要是账户余额不足和账户

状态异常两种情况，请代扣
未成功的居民根据详单提示
情况及时到签约银行 (农商
行 )办理相关的手续，保证三
月中下旬第二轮代扣能够成
功缴费。

需 要 提 醒 居 民 注 意 的
是，签订了银行代扣代缴协

议的儿童，如果已经在托幼
机构或者学校办理了参保手
续，儿童身份变成为普通学
生，则不能采用银行代扣方
式缴费，需要随学校进行缴
费或者采用手机APP缴纳，
家长要及时关注，以免发生
漏保现象，影响待遇享受。

今日本本报报C叠叠44版 本版编辑：孙丽娟 美编/组版：邵舒琨

荣宣

去年以来，荣成市提出打造“志愿之城”，进一步培育志愿服务组织，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把志愿服务打造成“城市名名片”。
缺少规划造成爱心“扎堆”，缺少资金保障使得志愿服务活动难持久，农村需要帮助的群体庞大但志愿服务却是空白………这是各地在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痛点”。荣成以建设“志愿之城”为契机，瞄准“痛点”问题，以创新思维解决制约志愿活动开展展的深层次问题，让志愿服务走上健康持
续发展之路。

为爱心加个“指挥棒”

荣成市志愿服务指导中心
主任于静和她的同事每天都非
常忙碌，因为她掌握着全市志
愿服务活动的“指挥棒”。

“志愿服务活动大多在周
末和节假日开展，因此每个周
的后几天，各志愿服务组织就
会集中申报周末要开展的活
动。”于静说，“对于提报上来的
活动，要统筹考虑，避免爱心

‘扎堆’。”志愿服务活动结束
后，各志愿服务组织要把活动
开展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
上传到网站，个人志愿服务时
长自动录入后台，可累加并永
久保存。这些“大数据”是对志
愿者进行个人信用考核的重要
依据，2017年全市有802名志愿
者获得个人信用加分。

2016年3月，荣成在全省
率先成立了志愿服务指导中
心，着力引导志愿服务健康有
序发展，避免爱心“扎堆”等问
题。荣成建立了“志愿荣成”网

络平台及微信公众号，全市各
类志愿服务组织及志愿者在

“志愿荣成”网站进行团体及
个人实名注册，团队发起志愿
服务活动要严格按照“提前申
请—审核把关—发起招募—
活动公示—结项评估”五个流
程推进，确保了志愿服务的即
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
全市已注册各类志愿服务团
队340多家，注册志愿者8 . 9万
人，2017年以来，已通过“志愿
荣成”网发起招募活动6200多
场次，平均每天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15场次，提供志愿服务时
长20多万小时。

“项目化”保证常态化

3月2日，荣成举办“志愿荣
成”慈善公益典礼，2018年荣成
首批18个志愿服务项目成功签
约，19家爱心企业赞助善款71
万元，同时首批100名困难群众
均被认领帮扶。

“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
我们发现一些很好的项目做了

不久就坚持不下去了，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资金保
障。”荣成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文明办主任刘少伟说。为
此，荣成志愿服务活动开始“项
目化”的探索：由各志愿服务组
织申报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
志愿服务项目，吸引爱心企业
冠名资助，保障项目长期顺利
开展。

项目化是推进志愿服务制
度化的重要举措，使志愿服务
更科学、更精准、更有效、更具
有持续性。荣成市财政拿出50
万元志愿服务专项扶持资金，
实行“政府资金引导、爱心企业
冠名赞助、志愿服务团队具体
实施”的运作模式，今后将全面
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项
目化打通了志愿服务组织和爱
心企业的“通道”，既促进了志
愿服务的健康持续发展，又让
爱心企业找到了方向。

“志愿之光”照亮农村

相较于城市，农村弱势群

体更为集中，需要帮助的困难
群众更多。志愿服务在城市红
火开展的同时，农村志愿服务
却一直是短板。为了让农村群
众也能就近就地享受到志愿服
务，在更加了解农村群众需求
的基础上，做出更有针对性的
志愿活动，荣成从组建农村志
愿服务组织入手，让志愿之光
照亮农村。

荣成市荫子镇率先成立了
前荫子夼社区志愿服务队，由
获得“山东省学习雷锋志愿服
务先进个人”“山东省道德模
范”称号的姚洪波担任队长。姚
洪波曾是出租车司机，曾发起
成立了洪波爱心车队，10余年
无私奉献。2009年，他回到荫子
镇前荫子夼村担任村党支部副
书记、村委会主任，依托前荫子
夼中心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动
员全镇其余9个农村中心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组建了
荫子镇洪波爱心联盟。

荣成在全市推广荫子镇
开展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的经验。农村志愿服务队广泛
吸收有一技之长又热心志愿
服务的各界人士参加；发动辖
区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
购买基本的原材料，通过志愿
者把爱心传递给需要帮助的
群众；镇党委将反映上来的群
众需求及时反馈给志愿服务
队，实现志愿服务与群众需求
的有效对接；围绕“邻里守望”
等志愿服务活动主题，开展敬
老爱老、村居便民等服务，每
月统一活动不少于4次，实行
无偿服务。

目前，依托镇街综合文化
站，荣成市22个镇街全部成立
志愿服务总队，所有村居全部
成立志愿服务队，形成便民利
民类、关爱弱势群体类、文化
服务类、文明倡导类、环保公
益类、医疗保健类等六大类32
个项目、287个岗位的志愿服务
体系，农村社区志愿者3 . 8万
人，已组织开展农村志愿服务
活动3000余次，受益群众2万多
人。

荣成资讯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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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绿
3月11日上午，

北环社区组织驻区
单位荣成市妇幼保
健院、在职党员、志
愿者开展义务植树
活动。70多名志愿
者携带工具来到樱
花湖南的滨海绿
地，分工合作共同
种下树苗，为“绿满
荣成”增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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