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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
工作，确保校园安全稳定。4月
18日上午，荣成二十五中学区
在中学小会议室召开了安全工
作专题会议。王金明校长主持
会议，学区全体班子成员参加
了会议。

会上，王校长首先传达了
省厅关于校园安全专题会议精
神，重点强调要加强校园的安
全检查与巡逻，要做好乘坐校
车学生的上下车登记及核对工
作，要注意校园消防隐患的排
查与整改。

专题会议的召开，进一步
强化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提
高了安全工作的针对性，与会
人员一致表示：加强责任担当，
绷紧安全弦，强化安全管理，织
密安全网络，确保安全工作万
无一失。 （刘宗霞）

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小
为贯彻落实“威海市构建

图书馆式学校，实施师生大阅
读工程”活动精神，第二十五中
学以“双提”为引擎，扎实推进

“书香浸润校园，传承中华经
典”读书工程活动。

为顺利有效地推进工程
地实施，学校首先召开了班
子成员动员会，明确该工程
实施的目的、意义，并对工程
实施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具
体的要求。其次是开展“开放
式图书角 、班 级 读书角 ”建
设。为方便师生阅读，满足师
生的阅读需求，该校在教学
楼每个楼层开辟了“开放式
读书角 ”，并 购 入 了 大 量 图
书，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借阅。
最后是开展了“好书伴我成
长”读书活动，各教师根据自
身需求阅读了《好口才是练
出来的》、《做最好的老师》、

《给教师的一百种建议》等图
书，教师们认真阅读，撰写读

书笔记。学校进行读书笔记
展评，展示教师的读书成果，
不断提高大家参与读书活动
的热情。为让学生养成良好
的读书习惯，学校要求学生
充分利用“班级读书角”的图
书进行阅读，并撰写读书笔
记，学校每月进行一次读书
笔记展评，评出优秀读书笔
记，并列入班级考核评比。

（吕桂丽）
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小

为激发毕业班学生学习激
情，营造浓厚的备战中考的学
习氛围。4月13日，荣成市第二
十五中学在校多功能厅召开了
初四中考家长会，大会由教导
主任唐明伟主持，初四全体家
长、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唐主任首先介绍了
今年中考形势及现阶段的教育
教学等情况。其次是结合“教学
质量阶段检测”详细分析了开

学以来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
对全体同学提出了殷切希望，
并鼓舞大家树立信心，提升状
态，鼓足干劲，奋力拼搏，为实
现中考预定目标而不懈努力。
最后唐主任希望各位家长做好
学生的思想工作，为孩子中考
冲刺保驾护航。

“四年寒窗磨利剑，决胜
六月铸辉煌”。家长会的召开，
吹响了初四冲刺中考的集结
号，鼓舞了全体师生决胜中考
的信心和决心。全体师生表
示：将以此次家长会的召开为
引擎，着力提升状态素质，以

“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士气、以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勇气努
力实现中考预定目标。

（龙英娜）
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小

为普及青少年的税法知
识，4月11日，虎山中心税务所
的同志走进荣成市第二十五中

学，开展了“税法进校园”宣传
活动。

税务所的同志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在宣传栏张贴画报、举

行税法知识讲座等形式让同学

们了解了什么是“税收”、税收

的来源和用途、税收的特点等

税收知识；同时号召同学们争

当税法宣讲员，让“税法宣传”

走进家庭、辐射社区，增强全社

会税收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

全社会“纳税光荣”的良好氛

围。

活动地开展，增长了青少

年的课外知识，增强了青少年

的法制观念，让同学们充分认

识到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造福于民”的重要意义。同

学们纷纷表示：做“税法”宣传

的使者，将税法知识带进千万

家。 （慕菊香）

荣成市虎山镇中心完小

受“入摩”影响，机构普
遍预计短期A股流入资金将
达到170亿至180亿美元，中长
期来看，有望为A股带来3400
亿美元的增量资金。

回顾一季度，A股市场风
格切换频繁。近期一季报陆
续公布，周期和蓝筹股的业
绩确定性强，成长股在新经

济政策的强力支持下，盈利
状况得到边际改善。对于后
期市场风格转换问题，长信
基金权益投资部总监叶松表
示，预计未来市场风格将更
加均衡，A股业绩为王的投资
逻辑不变，价值和成长行业
中有业绩支撑的公司都有投
资机会。无论是大盘蓝筹股

还是中小盘股，只要估值合
理、具有确定成长性，都具有
配置价值。

海通证券一季度基金公
司绝对收益榜单显示，长信
基金权益投资近五年收益率
118 . 81%，位居68家基金公司
第 1 1 位 ；最 近 三 年 收 益 率
19 . 41%，排名22/77。

关注估值合理、成长性个股投资机会

遗失声明
于景宣购买山东省威

海市龙悦湾小区-2号-1604
商品房买卖合同丢失，合同
编号：201600008078，特此
声明作废。

五五一一起起企企业业稳稳定定岗岗位位补补贴贴申申报报
本本次次申申报报截截止止到到55月月底底，，最最高高补补贴贴企企业业实实缴缴失失业业保保险险费费的的一一半半

本报威海4月1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邢伊爽)
从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获悉，2018年企业稳定
岗位补贴申报开始，凡符合条
件且有意愿的企业，可在5月
和10月集中申报。

本次申请稳岗补贴的企
业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化解产
能严重过剩、淘汰落后产能、
节能减排、主辅分离、兼并重
组等5种企业，第二类是采取
有效措施不裁员、少裁员，稳
定就业岗位、依法足额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其他企业。
第一类、第二类企业享受

的稳岗补贴分别为企业及其
职工上年度在本市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30%，
每年集中发放两次，咨询电
话：5190978。

企业申请稳岗补贴应同
时具备以下条件：

(1)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符
合国家、省及威海市产业结构
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2)企
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
缴纳失业保险费；(3)企业上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威
海市上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2017年末威海市城镇登记失
业率为1 . 65%)(裁员率等于上
年度裁员人数除以上年末职
工人数(裁员人数不包括非企
业原因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
人员 )；( 4 )企业财务制度健
全、管理运行规范等。

需注意的是，同一企业每
年只能申请一次稳岗补贴，其
中，劳务派遣企业按以下情况
分别享受稳岗补贴政策：

劳务派遣企业的职工及

签订劳动合同后没有派遣到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劳务派遣
企业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由劳务派遣企业享受稳岗补
贴政策；劳务派遣企业派遣到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且用人单
位出资缴纳失业保险费的，由
接受劳务派遣的用人单位享
受稳岗补贴政策。

大型企业所属独立法人
的二级单位可分别申请稳岗
补贴，但应由其主管单位统一
汇总申报。

按照对失信责任主体实

施联合惩戒的规定，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不得享受稳岗补贴
政策；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
技术落后、没有市场前景、生
产经营恢复无望的“僵尸企
业”，也不得享受稳岗补贴政
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
产法》，进入破产程序且与职
工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不享
受稳岗补贴政策。

欲知更多详情或下载相
关表格，可登陆威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查
询。

日前，蔄山中学邀请临港
区特巡警大队庞志龙警官为
全体初一年级学生作了一场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公益
讲座。庞警官详细讲解了“青
少年犯罪”的定义、种类以及
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法律
知识。介绍了青少年犯罪的发
展趋势、青少年犯罪的心理，
并结合学校实际，剖析了令人
痛心的青少年犯罪案例，深入
浅出地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
原因，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受
到的法律制裁，讲述了预防青
少年犯罪的方法，告诫同学们

要学法知法、远离犯罪。
卢瑶

日前，蔄山小学举行防震
避震安全疏散演练活动。全校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防震避
震安全知识教育，主要讲解地
震常识、地震避险常识、自救
互救常识、地震次生灾害常
识、应急疏散注意事项等。地
震警报拉响，教师迅速组织学
生运用逃生常识，弯腰、抱头，
闭眼，尽量卷曲身体现躲在教
室三角安全区域，地震警报解
除后，各班老师组织学生沿规
定路线向安全地带撤离，以最

短的时间完成了逃生疏散演
练，到达疏散集合地点。

毕晓敏
日前，蔄山小学举行“养

成良好习惯，成就美好人生”
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制定了习
惯养成教育细则，利用国旗下
讲话、宣传栏、主题班会、班级
评比栏等载体，积极宣传行为
习惯养成教育的目的意义，让
学生认识到，好习惯益终身。
同时，各级部在“礼、智、健、
洁、安”等方面编排了朗朗上
口的好习惯儿歌，并进行背诵
检查。 仇琳琳

速读
信用卡上写密码

男子捡到盗刷一万元

本报威海4月19日讯 (记
者 孙丽娟 通讯员 于君
静) 朱某坐出租时捡到一张
写有取款密码的信用卡，他
去银行盗刷了1万元。潜逃一
年多以后，朱某在青岛落网。

2017年1月17日，荣成市
民宋女士丢了一张信用卡，
之后被莫名被支出1万元，怀
疑是有人捡了自己的信用卡
盗刷，她就报了警。荣成公安
经侦大队展开调查，锁定了

嫌疑人朱某，但朱某在逃。4
月17日，民警获悉朱某出现
在青岛市南区一家酒店，在
当地警方协助下，当天朱某
被抓归案。

朱某交代，2017年1月17
日他在荣成坐出租车，意外捡
到一张信用卡，信用卡背面写
有疑似密码的数字。下了车，
朱某找到两家银行网点，输入
那一组数字，分4次成功盗刷1
万元。朱某已被刑事拘留。

环翠民企专场招聘

达成就业意向92个

本报威海4月1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房原田)
4月19日上午，环翠区人社

局举办了2018年环翠区民营
企业专场招聘会，当天共达成
就业意向92个。

此次招聘会吸引了威海
四海酿造有限公司、威海家家
悦集团、威海鲨鱼户外用品有

限公司、环翠区比格西餐厅等
80家民企、国企参加，提供收
营员、营业员、电焊工、司机等
2023个就业岗位。当天进场求
职人数460人，达成就业意向92
个。

4月20日，环翠区人社局
将组织企业参加威海职业学
院2018届毕业生校园双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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