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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僵尸车”

6月21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一中队
组织警力深入北大街农贸市场停车场
区域开展“僵尸车”清理整治。对长期停
放、无牌、脱审报废等较长时间的车辆，
交警走访周边小区居民、商铺商店查找
车主，讲清违法行为，限期清理，进一步
净化停车环境。 (闫长春)

宣讲“安全生产月”

6月16日，交警大队联合市应急管理
局、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等多部门在市区
步行街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咨
询日活动。通过宣传看板、发放宣传材
料、与群众面对面讲解宣传等方式提示
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避免
交通违法。 (闫长春)

开展夜查行动

6月20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
市区及乡镇主要路段开展统一夜查行
动。夜查行动以货运车、危化品运输车、
面包车、渣土车、摩托车等车辆为重点，
严查酒后驾驶、套牌假牌、超员超载、改
装改型、摩托车脱审、报废车上路、违反
交通信号、夜间行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闫长春)

调研公交站点改造

为进一步合理规范辖区公交站点
设置，6月19日，交警大队联合虎山镇政
府、交通局、公交公司等相关单位负责
人，对虎山镇10处公交站台的改造选址
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就公交站台设置是
否安全、科学合理进行论证，研究确定
调整方案。 (闫长春)

清理树枝

近期，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二中队民
警巡逻过程中发现辖区内各路口、路段
均不同程度的存在树枝遮挡交通设施
的问题。6月19日上午，中队联合石岛园

林部门，对遮挡交通设施的树枝进行集
中清理。 (闫长春)

集中约谈驾校负责人

6月17日，交警大队组织约谈昌通、
顺通、祥安、驭嘉、宏祥五家驾校负责
人，要求各驾校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
得在考试路线上进行训练。通过约谈，
各驾校负责人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会
进一步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加强对教练
和学员的安全教育。 (闫长春)

增设交通设施

针对夏崖线部分路口被树木遮挡
以及下坡路段车速较快极易发生交通
事故的问题，6月15日，交警大队组织工
作人员利用节假日时间在夏崖线安装
了限速标志牌，在危险路段安装了黄闪
警示灯。 (闫长春)

雨中执勤保畅通

6月14日，荣成市区出现小到中雨，
路段能见度降低，交警大队立即启动恶
劣天气应急预案，做好全市助学岗工
作，以及在主要路段路对过往车辆有序
地疏导、分流，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
安全。 (闫长春)

护航中考

6月12—14日，全市中考在一中、三
中举行，为确保中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
安全畅通和考生安全，交警大队执勤民
警提前2个小时抵达考场附近，对考点
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道路
畅通，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闫长春)

护航高考

高考期间，为保障广大考生的出行
安全，交警大队执勤民警、辅警提前2个
小时奔赴各执勤岗点，在各考点周边路
段摆放锥桶、设置标牌，实施临时交通
管制，妥善分流各类社会车辆，劝阻驾
驶人主动避让送考车辆，考试期间不鸣
喇叭，并指挥接送考生的车辆即停即
走，同时开辟“绿色救援通道”，对遇有
特殊情况的考生，组织民警进行紧急护
送。 (闫长春)

紧急施救获赞誉

6月7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一中队

辅警孙乐鲸、唐军凯、王荟栋在执勤中，
接到一位外地市民求助，称车内有两岁
女儿突然昏厥口吐白沫，希望交警部门
帮忙开辟绿色通道，送往医院救治。在
中队民警、辅警的共同努力下，短短三
分钟便将昏厥小女孩顺利送达市中医
院。次日，小女孩父亲送来锦旗连连称
谢。 (闫长春)

集中约谈运输企业

6月1日、2日，交警大队民警分别走
进荣成市荣鑫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市翰
晔贸易有限公司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约
谈。民警首先详细查验危化品运输车辆
的罐体、行使记录仪、驾驶员和押运员
信息、安全技术状况是否符合标准等，
然后就企业驾驶员、押运员的逃生技能
培训、危化品运输车辆违法未处理进行
约谈。 (闫长春)

排查校车隐患

6月3日，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走进成
山好运角中学和好运角幼儿园开展校
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民警结合日常校
车行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讲解，
随后对每辆校车的驾驶人资质、车辆运
行资质、车辆安全性能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的检查。 (闫长春)

超载货车被查

近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二中队民
警在斥山附近路段对一辆车牌重型自
卸货车例行检查时，发现该车运载货物
涉嫌超载，遂引导其到治超点过磅。经
检测，该车核定总质量为31吨，卸载前车
货总质量为70 . 34吨，超载100%以上。民
警在固定相关证据后依法对驾驶人张
某进行处罚，同时移交交通部门进一步
处理。 (闫长春)

安全宣传走进幼儿园

日前，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走进斥山
中心完小幼儿园，民警针对小朋友过马
路、辨识红绿灯、安全乘车等内容，通过
发放宣传彩页，以图文并茂、面对面讲
授等形式向家长及儿童传播安全出行
知识，叮咛小朋友们遵守道路交通法律
法规，时刻注意交通安全。 (闫长春)

交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6月20日，交警大队联合市应急管理

局、消防大队、交通局、卫生局、环保局
等多家单位，在崂山街道荣盛路与兴业
路交叉路口模拟一辆大型普通客车(旅
游包车)与一辆危化品运输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员受伤被困。整个演练过
程中，参加演练各单位现场处理紧张有
序，分工明确，反应快速。 (闫长春)

超员上路被查

6月23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在滕墩线人和路段巡逻时，发现一辆
小面包车核载5人，实载8人。依法相关法
律规定，民警对王某处以罚款200元，记6
分的处罚，并对驾驶员及乘车人进行了
批评教育，随后主动联系了车辆转载车
上乘客。 (闫长春)

报废车上路被查

6月23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在石泽线上庄区域巡逻时，发现一辆
未悬挂号牌的低速货车形迹可疑。检查
中，司机于某不能提供驾驶证及车辆行
驶证，且经核实，该车辆为报废车。民警
对于某批评教育后，依法将该车暂扣。

(闫长春)

进社区开展宣传

6月22日，荣成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组
织民警深入居民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
教活动。活动中，民警着重从交通安全
防范、交通违法解析、交通事故类型以
及交通违法与征信管理的关系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闫长春)

交通安全知识讲座进学校

6月21日上午，荣成市公安局交警一
中队组织民警走进实验二小，开展中小
学生交通安全知识讲座教育宣传活动。
期间，民警主要利用PPT课件，讲解了小
学生乘车、行走、事故应急处置等安全
知识、常识，结合近期发生的典型事故
案例，启发学生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
同时，让学生提醒、监督父母开好车、走
好路，共同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最
后，民警在现场和广大学生，针对常见
的交通安全标志和手势指挥进行了互
动，活动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称赞。

(鞠红玲)

近日，乳山市居民徐廷华
收到短信：“您有一笔20162.98元
的退税业务，我们的税务人员
会和您联系，您可以打纳服公
开电话6617970查询。”起初他认
为是诈骗电话，后来乳山市税
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税务人员
打电话向他讲解了最新的减税
降费政策，并告知关于他出租
商业门市的退税事项，他才打

消疑虑。
据统计，乳山市辖区内有

5421户企业及14000余户个体工商
户。目前，享受减税降费政策优
惠的纳税人有18296户，已经退还
的税款额达13 .5万元，徐廷华只
是享受优惠的纳税人之一。

谈到退税工作时，税务
部门减税降费工作组组长时
述嵩说道：“减税无小事，退

税更是一个也不能少。”据了
解，乳山市税务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减税降费退税相关
政策解读6场，政策传达纳税
人6120户，开展上门辅导23
次，发放减税降费资料2000余
份，火力全开助推减税降费
平稳着陆，退税红包落到千
家万户。

(孙媛媛)

乳山税务：减税无小事 退税暖人心

简讯

2019年6月是全国第十八个“安全生产月”，威海高新区第二实
验小学致力于“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安
全教育。

孙英燕
为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威海高新

区第二实验小学近期举行了“助学式生命化课堂大比武”活动。
孙英燕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身心
健康水平，确保学生阳光六十
分钟，乳山市畅园学校积极规
范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

畅园学校充分挖掘教育
资源，集体育艺术于一体，大
课间活动包括四个环节，即足
球热身、班级颠球、班级点球
和集体足球操。

伴随着欢快而富有节奏
的音乐声，同学们迈着矫健的
步伐来到操场，颠球、点球、运
球、踩球，那活跃跳动的身影
似茁壮的春苗，那微露的笑容
正如绽开的鲜花，和着铿锵豪
迈的乐曲，整齐划一、坚定有
力的动作，无不展示着孩子们
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精神风

貌。
“足球体育大课间”已成

为我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已成为学校推进素质教
育的突破口，有力推动了学校
全面发展。让学生体验到成功
的喜悦、合作的重要性，培养
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王丁静)

“足球体育大课间”，把运动的阳光撒遍学生

午极镇加强违建专项治理

午 极 镇 本 着
“突出重点、以点带
面、先急后缓、先易
后难”的原则，结合
民生需求，注重抓

好饮用水水源地、
河道周边等区域违
法建设专项治理，
尤其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连片违法建设

和乱搭乱建问题，
制定方案，重拳出
击，严加治理，收到
明显成效。

单波

午极镇分类施策打好违建治理战

今年以来，午
极镇不断对全镇所
有村庄、公路沿线
等重点区域进行拉
网式巡查、排查摸

底，详细掌握违建
数据。同时根据摸
底情况，细化政策
引 导 进 行 宣 传 攻
势，制定方案指导

违建拆除，全力做
好违建拆除工作，
确保不出现反弹现
象，取得明显效果。

单波

安全生产月

今年6月是全国第18个“安
全生产月”。滨海新区结合正在
开展的“防风险保平安迎大庆”
消防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和“迎
接建国70周年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行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应急演练、专
项培训和执法检查活动，收到
了较好的社会安全效益，促进
了辖区的持久安全稳定。

一是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滨海新区将辖区内所有
生产经营单位逐一分包给30名
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将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风险点和风险部
位全部予以书面明确，发放给
包企干部，进一步强化了科级
干部督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每名科
级干部每季度至少到所包企业
进行一次安全督导，将安全生
产纳入了基层社区网格化管
理。

二是严格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滨海新区管委与辖区内
危化化工和工商贸企业、旅游
景区、宾馆饭店、商场超市、养
老机构等生产经营单位全部
签订了《2019年度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书》，督导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确保重点企业重点时
节的安全生产。下发了第18个

《滨海新区安全生产月工作方
案》、《滨海新区“防风险保平
安迎大庆”消防安全专项执法
检查方案》、《滨海新区迎接建

国70周年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
动工作方案》，督导生产经营
单位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月”
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为更好
地抓好工作推进，制作60条安
全生产宣传横幅悬挂在企业、
宾馆超市和景区等人员密集
场所和主要道路两侧。利用大
拇指广场和企业电子屏全天
候不间断滚动播放安全生产
宣传内容。印制了20000册《燃
气安全，情系万家》宣传册进
小区、赶集市、入饭店挨家挨
户发放。督导生产经营单位和
社区物业开展应急和消防演
练30多次。

三是加大安全生产培训教
育力度和广度。安全生产，培训

优先，在督导企业提高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质量的基础上，为
了扩大培训范围和人员参与
面，对128个住宅小区的物业主
任进行了以“安全用电、用气、
动火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电
动车充电安全”等为主要内容
的培训，警示提醒教育达到强
化。

四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
不断提高执法效益。组织企业
开会千次不如现场督导检查一
次。“安全生产月”期间先后与
消防大队、文化和旅游局等对
多福山、福如东海景区安全生
产工作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
在帮助企业消除事故隐患的同
时，对企业负责人形成了较强

的威慑态势，增强了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的主动性，收到了较
好的效果。

下一步，乳山市滨海新区
将继续紧抓安全生产工作，确
保区内安全形势稳定，一是配
合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督导辖区
内企业做好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提高企业隐患排查
能力，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二是抓好关键时间节点
的安全生产督导工作，特别是
建国70周年等重大节点的安全
生产工作，努力营造平稳有序
的安全生产秩序与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刘慧欣)

乳山市滨海新区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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