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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乳山市畅园学校党支部进一步发挥党员在推
进个性化教育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党员之间、
党员与群众教师之间“结对子”帮扶活动。骨干党
员教师帮扶学科薄弱教师，参加集体教研活动，指
导课堂教学研究，有效地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田丽娟)
近期，乳山市府前路学校在团委书记史永贵

的主持下，隆重举行63名新团员入团宣誓仪式，使
同学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张仲美)

乳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少先队开展“防溺水”
主题队会活动，队员们学习了防溺水安全知识，学
会珍惜生命，增强了安全意识。 (王雪纯)

南黄镇中心学校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增强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强化党员
党性观念，增强团队凝聚力。 (刘英飞)

近期，乳山市实验中学开展了“学业助教”活
动，教师针对在线学习存在问题的学生实施个性
化辅导帮扶，确保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

(王爱华)
为了有效的督促新岗教师成长，提升其教育

教学能力，乳山市大孤山镇中心学校近期举行了
新岗教师汇报课听评课活动。 (宫飞)

乳山市西苑学校采取“校校联动、政校联动”

的方式，与特校党支部、夏村镇党委共同开展活

动，实现支部间“共建、共享、共赢”。

(柳爱芹 沙华)

近日，午极镇中心学校为刚刚退休和即将退

休的八位老教师举行了温馨的欢送会，浓浓的仪

式感让学校的教育更有温度、有温情。
(邓帅)

为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乳

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少先队关注队员体能训练，

大课间活动丰富多彩、扎实有效。 (隋正军)

为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要，乳山市怡园

中学坚持曰常检查和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着

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于丽华)

针对今年开设网课的特殊情况，开学后徐家

镇中心学校组织教师精心备课，充分利用四十分

钟有效上课时间，指导学生学习。 (徐卫东)

为给学生营造安全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下

初镇中心学校开展了“立足实际，真情服务师生”

环卫清理主题党日活动。 (姜磊)
复习期间，府前路学校仅就复习课方法的指

导、规律的总结、认识的提升等进行研讨，逐步形
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复习课教学模式。 (袁妮)

五星红旗迎风扬，党是心中红太阳，乳山市诸
往镇中心学校在七一到来之际，开展“民心向党，

共战疫魔”活动。 (于新福)

乳山寨镇中心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学习《“疫”

封家书，大爱无疆》思政宣讲课，让学生感悟中国

精神，激励学生奋发学习、勇于担当。

(王仁晓)

近日，乳山市实验初级中学开展了《盛开的白

莲花》“战疫主播，感恩有您”主题目征文展活动，

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师与感恩之情。 (单晓燕)

乳山市崖子镇中心学校进一步落实学生安全

尤其是防溺水工作，确保学生不发生任何安全事

故。学校利用电子展示屏滚动播放防溺水宣传标

语，在宣传栏等位置对防溺水工作进行广泛的宣

传、普及，使防溺水意识、防溺水知识深入人心。

(刘海兰)

为有效预防食物中毒性事件的发生，乳山口

镇中心学校多措并举，提高师生的食品安全意识，

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王腾 张丽)

近日,乳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对学生家长进行了

防诈骗的教育，用PPT展示各种各样的诈骗形式，

提醒家长看管好孩子做好防范。 (王晓华)

乳山市诸往镇中心学校通过构建家校一体平

台，密切关注学生的心理状况，疏导焦虑情绪，帮

助学生稳渡过复学适应期。 (董晓伟)

6月28日，徐家镇中心学校全体语文教师围绕

“全科阅读”主题进行了一场朴实而有效的读书交

流分享会。 (宋淑美)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在特殊

的“宅家”学习阶段，乳山市畅园学校开展的“童”

心抗“疫”的自律与成长系列读书活动，为了发挥

学生领头雁的作用，学校分期展播学生的诵读作

品，让他们在这个特殊假期里懂得责任与使命，争

做“慧”读书的书香好少年！ (高金玲)

乳山市西苑学校开展了“我们的节日——— 端

午节”主题教育系列活动，通过诗词诵读比赛等活

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胡广飞)

南黄镇中心学校为提高教职工网络安全意

识，网络管理员刘老师从系统、软件等方面开展网

络安全培训活动。 (孙胜祖)

近期，乳山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教育基地为了

完成“运行完美，孩子喜欢、家长满意”的基地课

程，各课程组逐人进行了模拟讲课活动，老师们不

同的授课方式，集合众长对教学部分做了深入研

讨，精进课程。以期在基地运行时能交上完美的答

卷。 (丁鑫 辛立显)

诸往镇中心学校近日开展了禁毒宣传教育系

列活动，通过组织观看禁毒教育影片等活动，增强

了学生识毒、拒毒、防毒和禁毒的意识。

(徐文利)

为了缓解复习阶段师生的压力，融恰师生关

系增强师生的身心健康，大孤山镇中心学校开展

了“阳光大课间”活动。 (林媛媛)

近日，下初镇中心学校党支部开展了“重温抗

疫故事，向身边的优秀抗疫战士学习”活动，全体

党员深受鼓舞，人人表示争做榜样。

(刘玉东)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乳山市怡园中学开展“端

午节悦读”活动，让学生通过阅读交流了解更多中

华传统。 (于丽岩)

近日，乳山市府前路学校隆重举行“读书周汇

报展演”活动。同学们用诵读、课本剧等形式展示

了成果，营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 (潘莉)

近日，徐家镇中心学校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组

织学生进行一次除草活动，既锻炼了他们的身体，

也让学生充分体验到田间劳作的不易。

(张启玲)

父亲节了，后峰西小学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了

一次以“感恩父母”为主题的班队会，让学生在畅

所欲言中学会感恩父母。 (田娇娇)

为丰富党员的实践教育形式，6月28日上午，

后峰西小学党支部部分党员、后峰西社区党支部

全部党员一起走进荣成龙山革命纪念馆接受红色

教育。 (靳世波)

近日，钦村小学开展"海贝分——— 校园诚信杯"

主题班会演讲，对“信用进校园”活动起到良好促

进作用。 (林玉丽)

6月17日，钦村小学开展“小家传大爱，共筑家

国梦”家风演讲，相信本次活动将促进家校携手，

为孩子的成长开辟一片蓝天。 (林玉丽)

为加快培养青年教师夯实青年教师的业务基

本功，近期，钦村小学组织开展“声音装扮钦小”朗

诵比赛，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鲍明慧)

为了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达到以“说”

促“教”的目的，钦村小学在6月22-30日举行了教师

说课比赛。教师们精心准备课件和说课稿，认真参

与比拼。本次说课比赛，既是对我校教师教学水平

的一次检验，又是对教研工作的一次推动；既有效

增强了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又促进了教学业务

水平的提高。 (田玮)

近日，钦村小学以“发现感动，传播感动；寻找

榜样，学习榜样”为主题，开展了青年教师演讲活

动。青年教师们以亲身体验为途径，充分发掘感动

事例。本次活动旨在引导青年教师充分开展教育

与自我教育，在发现和学习榜样的过程中精神成

人、专业成才。 (邹翠翠)

简讯

99载披荆斩棘展开的是一幅锦绣画卷，99
载悠悠岁月成就的是一派盛世辉煌。为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铭记党的奋斗历程，弘
扬党的优良传统传，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在七
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乳山市滨海新区党工委开
展系列迎七一活动，共同庆祝建党99周年。

翰墨写初心 丹青绘党恩

2020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
年，滨海新区组织开展“翰墨写初心 丹青绘党
恩”书画创作活动，邀请到乳山市书画爱好者孙
枢皋、刘增宽、于月奎等人参与创作，大家通过
写作、绘画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之情。

各位书画爱好者专心进行着书画创作，在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党的生
日。南湖一叶扁舟，描绘出古老华夏的蓝图；实
现共产主义的信念，撬开冰封的季节，支撑起
民族思想的荒原。江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
党梦开始的地方，一幅《红船》画作，再次将我
们带回那个遥远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员要始终
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不忘初心”四个大字
代表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五湖四海的银滩业主，共同欢聚一堂，书
写着新时代的中国梦，“银滩梦，四海情”天南
海北银滩人共同描绘银滩发展新蓝图。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我们迈着坚定
的步伐，已经走过匆匆99载。在新的历史起
点，我们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初心，勇担使命，
继续跟党走，建设新辉煌，书写新华章。

重温入党誓词 重问入党初心

党旗飘飘歌盛世，不忘初心颂党恩。为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教育引导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7月1日上午，颐和社
区党支部联合辖区共驻共建单位银滩物业、
正华物业、鸿皓物业党支部党员十余人，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 重问入党初心”向建党99周
年献礼主题党日活动。

党旗飘飘，誓言响亮。党员们神情肃穆、
举起右拳，整齐地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铿锵誓言在党员活动室内久久回
荡，激荡着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表达出党员
干部们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和忠心。

初心依旧，使命担当。党员同志们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观看
《战“役”一线党旗红》公益专题片，学习各领
域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疫情防控一线担
当使命、勇毅逆行的先进故事。

通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 重问入党初
心”向建党99周年献礼主题党日活动，体现了
颐和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的各物业同心共驻共
建，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颐和社
区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打造社
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红色物业体系，创新社区
治理模式，让社区治理与建设彰显“红”的特
色，体现“治”的成效，整体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和物业服务水平，以“您的要求，我来服务；您
的认可，我的追求”为工作目标，让服务居民

“零距离”，小区变成“幸福里”成为现实。

红色银滩念乡情 凝心聚力感党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观海苑

社区开展“红色银滩念乡情 凝心聚力感党
恩 ”主题党日活动，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和辖
区党员感闻银滩红色历史、宣扬红色乡土文
化。增强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2020年7月1日，观海苑社区党支部开展
“红色银滩念乡情 凝心聚力感党恩”主题党
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党旗
鲜艳，党徽闪亮。全体党员在庄严的党旗下重
温入党誓词，向党庄严承诺，铿锵有力的宣誓
声响彻现场。在社区党支部书记于永涛同志
的主持下，党员们围绕入党后“难忘经历”这
个话题，展开了热情洋溢的座谈。每位共产党
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与大家讲述自己入党的
初心。

全体党员同志在银滩党群服务中心“红
色历史展厅”感闻银滩红色革命历史，追随革
命先烈的奋斗足迹，明晰革命前辈的初心起
点。

活动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在以后的
工作与生活中将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
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做到党员身份“亮”起
来，工作标准“提”起来，关键时刻“站”起来，先
锋形象“树”起来，永葆入党初心，不忘入党誓
言，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为建设美丽社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读红书、践初心、学先进

为庆祝建党99周年，缅怀革命历史，传承
红色文化，积极打造爱读书、重学习的学习型
社区党支部，7月1日上午，滨海新区白浪湾社
区党支部联合翔海物业开展以“书香励初心?
勿忘党恩情”为主题的“读红书、践初心、学先
进”红色读书交流活动，向建党99周年献礼。

活动中，党员们分组阅读了《延安的故
事》《毛泽东的故事》《红色家书》等多本红色
经典书籍。大家阅读热情高涨，琅琅书声不断
在耳畔回荡。通过阅读红色经典，党员们回忆
历史、学习领袖、话信仰、谈感悟。大家针对书
籍的精彩内容，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生活体
验，从不同角度畅谈自己读书的所思所想、所
感所悟，氛围浓郁。一个个革命故事，一段段
至理名言，一个个心得体会，从大家口中娓娓
道来，气氛热烈。

此次读书活动营造了浓郁的学习氛围，
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党员的政治素养和学习精
神，营造了好读书、读好书的文化氛围，有力
促进了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红色经典诗歌朗诵会

为热烈庆祝这个充满红色记忆的日
子，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增强“四个自信”，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滨海新
区天安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红色经典诗歌
朗诵会。

借此盛大节日，天安社区党支部联合银
滩物业开展了庆“七一”红色经典诗歌朗诵主
题活动。开场由银滩物业经理焉维维和社区
工作者王亚楠朗诵《厉害了，我的国》为此次
活动拉开序幕，激昂的朗朗声带领大家再次
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红色经典蕴

含红色初心，是加强党性锻炼的丰厚滋养。
各位朗诵者通过朗诵红色经典诗词言

志，通过唱响红歌，表达对党的热爱之情，使
我们受到激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家把
对祖国、对党的深情，饱含在这一首首充满情
感的诗歌中。整场朗诵会高潮迭起，掌声不
断，朗诵者们用自己饱满真挚、声情并茂的朗
诵为党的生日献上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

此次活动以诗歌朗诵为主旋律，歌颂
伟大的党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优良传
统。在职党员积极拥护党支部的决定，使每
位党员的党性得到锤炼，增强了在职党员
与社区群众的联系，发挥了在职党员参与
社区建设、管理、服务的先锋模范作用，营
造了“服务在社区、奉献在社区”的良好氛
围，为社区的和谐发展贡献了力量。大家也
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点滴行动，为社
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构建和谐社
区贡献力量！

不忘初心跟党走 同心向党庆七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弘扬党
的光辉历程，传承党恩，凝聚力量，坚定信念，
进一步激发社区党组织活力，增强党员光荣
感、使命感，引导广大党员更加热爱党、拥护
党。东方社区党支部开展以“不忘初心跟党走

同心向党庆七一”为主题的建党节活动。通

过讲述革命故事、走访慰问老党员、歌颂党情
等多种形式，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
社区建设和发展作贡献，向党的生日献礼。

东方社区党支部为建党99华诞献上生日
蛋糕，在浓浓爱党爱国氛围的带动下，全体人
员合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
场的叔叔阿姨们心情澎湃，受到深深的党性
洗礼和党性洗礼。老党员王树江饱含深情地
说：组织入党是一生一次，思想入党是一生一
世。我们虽然已经退休，但是离岗不离党、退
休不褪色，在党的基层建设中我会继续发挥
余热，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随后，支部书记前往辖区内老党员家中
进行走访慰问活动，与老党员们面对面谈心
交流，拉家常，话冷暖，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
健康状况和生活状况，并送去牛奶等建党节
慰问品，同时叮嘱他们保持健康的身体。老党
员们表示非常感谢组织的关怀，党和政府在
这一特殊的日子里还能记得他们，这份感动
他们会记在心里。

此次活动的开展，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
帯头作用，体现了党员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
所起到的突出作用，通过各项活动的开展，鼓
舞了党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立足新时代、
贡献新作为的坚强决心，增强了社区党组织
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徐园园 张学青）

忆峥嵘岁月 守初心使命
——— 乳山滨海新区庆祝建党99周年纪实

政策红利聚集创业板投资 中欧创业板两年定开基金发行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如
火如荼，战略配售基金或将
率先分享市场制度改革的
红利。据悉，首批四只“创业
板注册制战略配售基金”之
一，中欧创业板两年定期开

放混合基金于7月7日正式
发行。

公开资料显示，中欧创
业板两年定开基金80%以
上的非现金资产将投资于
创业板股票，以挖掘优质创

业板标的，充分把握创新成
长型企业的投资机会。作为

“战略投资者”，该基金还可
以优先、大额投资创业板新
股，力求进一步增厚投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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