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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员客车上路被查

6月19日，交警四中队在石泽线发

现一客车有超员。该车核载33人，实载
38人，超员5人。民警当场对客车司机及

车内乘客进行了宣传教育，责令司机联

系车辆对乘客进行转运。目前，该车司

机已被依法予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6

分的处罚。
(闫长春)

圆满完成端午节交管工作

端午节期间，交警一中队加强了对

市区重点路段重点区域的管控，强化警

力投入，做到定人、定岗、定时间，包路

段、包区域、包责任。做好车流高峰期间

的交通疏导和秩序管理工作，加大警力

到各堵点疏导交通，做到轮流值守，充

分利用“铁骑小分队”机动灵活的特点，

快速处置拥堵，恢复交通，确保区域路

段交通畅通、有序。在加强道路秩序管

理的同时，侧重路面管控，重点加大对

面包车、客运车辆、危化品、渣土车及无

牌无证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做到“逢车必查”、“逢违必纠”。
(闫长春)

圆满完成艺术节交通安保任务

6月16日，荣成市首届“美丽乡村”

文化艺术节在石岛赤山景区及北车村、

西车村、牧云庵村同步启动。为确保文

化艺术节的顺利进行，交警二中队全体

执勤警力在主会场及各分会场周边对

社会车辆进行分流、引导，全力确保周

边道路的有序畅通。
(闫长春)

进企业宣传“安全生产月”

6月16日、17日，石岛交警雷锋队志
愿者们走进荣成远东运输有限公司开
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志愿者们通
过悬挂横幅、散发宣传彩页、现场解答
群众咨询、召开培训讲座等形式向广大
群众宣传遵守法律法规、安全参与生产
的重要性，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闫长春)

圆满完成合唱比赛安保工作

6月15日，荣成市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暨撤县建市30周年群众合唱比赛
南片赛区初赛在石岛广场隆重举行。为
确保比赛期间周边道路的畅通有序，交
警二中队全体执勤警力提前到达指定
区域，对过往群众车辆进行指挥疏导，
引导参演单位车辆有序停放，有效确保
了比赛的顺利进行。

(闫长春)

及时清理道路安全隐患

6月15日，民警巡逻至201省道上庄
转盘处，发现道路上撒落大量砖头及碎
片，过往的车辆有的急刹车、有的猛打
转向，存在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民警
立即停车，一名民警负责警戒指挥交
通，另两名民警及时把砖头、碎片清理
到路边，有效的预防了事故的发生。

(闫长春)

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6月16日是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
日。大队组织民警在市区沿河街开展“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期间，
民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启动LED流动宣传车等方式，耐心地解
答群众提出的有关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问题，并给群众介绍了超员超载、酒后驾
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严重后
果，进一步增强了民众的法治意识。

(闫长春)

开展暑期交通安全教育

6月20日，二中队民警走进斥山中

心完小开展交通安全培训活动，该校
400余名师生参加培训。民警结合暑假
期间广大学生的出行特点，以“生命至
上、安全出行”为主题，着重对安全出
行、文明出行、应急避险等方面的理念、
意识、技能进行详细讲解，引导广大学
生在参与交通过程中要自觉做到遵守
法规、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闫长春)

开展异地执法统一行动

6月 2 1日，荣成交警大队开展异
地执法行动，以客运车、货车、校车、
渣土车、危化品运输车、农村面包车、
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等车
辆为重点，严查酒后驾驶、涉牌涉证、
超员超载、改装改形、报废车上路等
交通违法行为。期间，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482起。

(闫长春)

做好恶劣天气助学护学工作

6月26日，全市持续降雨给学校周
边道路交管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为确保
学生上学期间的交通安全，大队组织执
勤民警提前到达辖区学校周边道路对
车流进行管控疏导，同时引导送学生车
辆有序停放，全力确保学校周边道路的
安全畅通。

(闫长春)

开展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6月25日，大队联合消防、交通、安
监、卫生、环保等部门，在市经济开发区
内组织开展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演练活
动。演练中各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
快速、有序的进行处置，整个演练紧张
有序，环节紧扣。通过此次演练，有效提
高了各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为以后成
功处置此类突发事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闫长春)

无证驾驶被拘留

4月13日，一辆无牌轿车行驶至造
纸西岗南道路处，被中队民警依法查

处。经查，司机马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民
警依法对该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暂扣其
车辆。目前，马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十
二日的处罚。

(闫长春)

石岛交警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月 2 3日，石岛交警雷锋队志愿
者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走进盛泉幸
福公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
通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让孤寡老人
们充分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关爱与温
暖。

(闫长春)

集中整治三轮摩托车

6月20日，大队组织警力对乡镇地
区三轮摩托车进行集中整治行动，集中
检查三轮摩托车司机驾驶证及车辆状
况，对无牌无证三轮摩托车依法进行处
罚，并责令其禁止上路行驶。民警向三
轮摩托车司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页，
向其讲解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文明
驾驶。

(闫长春)

二实小开展专题教研会

为了加强德育课程一体化的实
施，立德树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到教育教学中来，培养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荣成市第二实验小
学召开了专题教研会。教师们认真观
摩学习，记录精彩要点。在研讨中教
师的教学素养得到了快速有效成长。
为德育一体化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于红霞)

小小爱心伞 温馨满校园

为了方便学生们雨天出行，荣成市
第二实验小学出资购买了100多把“爱
心雨伞”。学校在每个教学楼特意制作
了爱心伞存放置点，让学生们用的方便
用的暖心，消除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受
到了师生和家长的好评。

(于红霞)

乳乳山山滨滨海海新新区区献献礼礼““七七一一建建党党节节””
又是一个金色的年轮，

又是一个丰收的七月，在这
美好的日子里，我们即将迎
来“七一建党节”这个光辉的
节日。九十七年风风雨雨、九
十七年历尽沧桑、九十七年
励精图治、九十七年灿烂辉
煌，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用汗水和热血换来了祖国的
繁荣昌盛，换来了人民的幸
福安康，在党的9 7岁生日来
临之际，滨海新区党工委通
过丰富多样的活动来为党的
生日献礼。

情暖老党员

为 弘 扬 党 的 光 荣 传 统
和优良作风，在 "七一 "建党
节来临之际，滨海新区党工
委 的 扬 帆志愿 者 们 来 到 了
碧 海 苑 社 区 老 党 员 王 黎 东
和姚桂清老人家中看望，为
他送去了鸡蛋、牛奶等慰问
品，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
他心坎上。志愿者们与老两
口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
近 期 家 庭 、身 体 状 况 及 需
求，老两口的日常起居都有
专人照顾，平时儿女也会经
常来探望，身体和精神状况
都还不错。

王黎东和姚桂清同志年
近九旬，都是建国前老党员，
已经在银滩度过了9个年头。
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不忘
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坚持按时到社区
支部交党费，即便是身体不
适，也要反复叮嘱儿女替他
们交党费。谈起党的历史，谈

起改革开放，两位老人满是
自豪感，他们见证了我们的
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光
辉历程，在他们脸上，我们看
到了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
念、朴素的作风和执着的追
求，每次面对来看望的同志，
他总是说：“谢谢党的关心和
惦念，我很好，请组织放心！”
他们俩身上的那种坚定信念
和高素质的党性修养让后辈
深深为之震撼，每一个与他
们交谈的人，都会被他们的
精神和对党的忠诚所感动。

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人
民的解放事业,共产党人不惜
抛头颅、洒热血 ,这是一种忠
诚。在和平时期 ,对党和人民
忠诚与否 ,不是生与死、血与
火的考验,而是一种“平凡”的
坚守：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王黎东和姚桂
清老人一辈子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他们用一生书写着共
产党员的忠诚的力量、信仰
的力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为后辈树立起榜样标杆。

宣讲“涨知识”

为了帮助党员过一个“涨
知识”的建党节，滨海新区还
在碧海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组织了社区、山东外事翻译学
院的50多名党员，一起聆听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本次宣讲由市委宣讲团
成员、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
任丛众华及副主任刘伟成主
讲，结合了生动鲜活的事例和

真实的数据，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系
统阐述，帮助广大党员学习新
理论、读懂新政策，做高水平
的明白人。

此次活动作为一次集中
宣讲辅导，受到党员干部的
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大家
普遍认为，讲座内容丰富、论
述精辟，老师深入浅出、提纲
挈领的讲解，对从整体上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思 想 和 党 的十九 大
精神，非常及时、非常解渴，
让 新 的 思 想 像 阳 光 雨 露 一
样走进基层党员身边，滋润
干部群众心田，凝聚起改革
发展的共识，积极主动地为
推动“母爱圣地美好乳山”建
设贡献力量，这对于进一步
把党建设好，把党的各项事
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宣讲结束后，刘伟成、丛
众华老师与社区老党员亲切
交谈，老党员们十分激动，他
们也表示这种活动非常好，
老师的讲解帮助他们深刻理
解了新时代新思想新任务，
今后一定要多多组织。到场
的党员同志纷纷表示，作为
党员，今后一定带头把党的
理论知识和政策法规学得明
明白白、深入透彻，把党章要
求体现到具体工作中，融入
到日常行为里，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坚决维护”，为党
的建设和乳山事业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党旗下的“集体生日”

为庆祝党的九十七岁生
日，滨海新区党工委组织了
社区党员共聚观海苑社区，
社区党员代表受邀上台，吹
蜡烛、切蛋糕，在党旗下集体
过 了 一 个 意 义 非 凡 的“ 生
日”。社区广大党员集体佩戴
党徽，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共
同回顾党的光辉历史，缅怀
党的丰功伟绩，纪念和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

在场的大多数党员都已
经退休，离开家乡来到银滩
居住多年，但他们纷纷表示
银滩就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今后在这里仍要强化学习，
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始终坚
定信念，坚守本色，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对党绝对忠诚，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辜负党

的恩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继续发光发热。

文体盛会凝聚“四海情”

多年来，滨海新区一直
致力于社区党建，不断激发
社区党建新活力，凝聚社会
正能量。建党节前夜，在金鼎

银 龙 湾 准 备 了 一 场主题 为

“四海情”的精品文艺汇演，

通过精彩的歌舞表演，与来

自五湖四海的居民共同庆祝

党的97岁生日。

并且7月1日当天，还将

在滨海新区潮汐湖湿地公园

举办一场环湖跑健身赛事，

用绿色、低碳的方式，为党过

一个不一样的生日，也旨在

号召更多的人用自己双眼去

欣赏银滩的美好景色，用双

腿丈量乳山最美海岸线的绵

长 ，进 一 步 提 升“ 母 爱圣地

美好乳山”城市品牌影响力

和知名度。

(刘慧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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