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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乳山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劳动教育

为认真贯彻加强劳动和实践活
动育人重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学
校在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乳山
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校内家务劳动
教育和校外劳动实践，并形成了学
校劳动教育特色。

校内家务劳动教育立足于综合
实践活动和劳动课程。在学生中开
展了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
教育，设计了一系列校内主题课，其
中设计的《我为班级做事情》、《垃圾
的产生与处理》等受到学生的一致

欢迎。校外劳动实践立足于家庭，以
加强学生家庭劳动实践能力为重
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培养主人翁意识，开展了“我劳动、
我快乐、我光荣”系列活动：农耕小
能手——— 走进田间耕种；劳动小达

人——— 介绍一项家务劳动小妙招或
金点子；劳动小标兵——— 家务劳动
活动计划；“劳动小助手”养成记，其
中设计的《农耕课程》深受学生喜
爱。

(于茎)

大孤山镇中心学校打造足球特色

为进一步加强特色学校建
设，大孤山镇中心学校把足球作
为特色发展的项目，规范有序开
展创建工作。将校园足球纳入学
校发展和年度工作计划，建立校
园足球领导小组，具体指导足球

工作开展,完善规章制度，确保足
球体育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落
实体育教师待遇，将开展体育教
学和足球训练计入工作量，保证
体育教师在评优评比中享受同等
待遇。开展足球进课堂，坚持科学

训练，精心组织足球竞赛，加强足
球交流，共同提高足球训练水平。
倡导“校园足球文化”，通过玩足
球、画足球、讲足球、赛足球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来营造浓厚的足球
氛围。

通过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全面
提升了校园足球水平和学生综合素
质，有力地推动了学校阳光体育活
动开展，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科学发
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姜伟)

畅园学校开展红色教育实践课

为进一步引导学生铭
记红色历史，弘扬革命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近日，乳
山市畅园学校党支部及部
分学生来到马石山革命教
育基地，重温沧桑岁月，缅
怀革命先烈。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师
生们先后参观了马石山十勇

士纪念馆、马石山烈士陵园、
马石山革命烈士纪念堂等
处，通过观看一张张写实的
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
命文物，聆听了十勇士及其
他英雄舍生忘死、浴血杀敌
的英雄事迹，重温了那段光
辉的振奋人心的历史，了解
到了胶东人民抗日救国的全

过程,真切感受了那段峥嵘岁
月，深刻感悟到革命先烈舍
身取义的崇高革命精神。通
过这堂生动的红色教育实践
课，研学的师生都接受了一
次“红色文化”的洗礼，净化
了思想，激励了斗志，增强了
责任。

(杨春华)

乳山市财政局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乳山市财政局直属机关党委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党员观看电影《八
佰》，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常琨 张小敏)

市立医院停车场进出、停车、落客有新规
南门路两侧全天禁临时停车，和平路以北西城路全天禁停；临时下客也得进场

本报讯 (记者 王震 苗
润鹏 通讯员 董海英 ) 17日
上午，威海市立医院新建停车场
已开放，前往医院的车辆陆续从
南门进入，停车场地下4层，可提
供460多个停车位。

威海交警一大队一中队副队

长徐晓日介绍，停车场分别在市
立医院南侧和平路、西侧西城路
设有出入口，相关车辆可选择以
下两种路径进入停车场：沿和平
路由东向西行驶的车由和平路入
口进入停车场，经西城路或和平
路西向东方向的机动车，从西城

路入口(西城路2号楼东侧)进入
停车场，驶出停车场需要向东行
驶的车，建议由西城路出口驶出。

为确保市立医院周边道路交
通安全畅通，医院南门道路两侧
全天禁止临时停车，车辆临时下
客必须进入停车楼内的落客区；

和平路以北的西城路段两侧全天
禁止机动车停放，否则视为违法
停车，有违法停车自动记录系统
进行抓拍并依法处罚。

车辆行经医院周边道路时要
听从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提前
规划好出行路线，规范停车。

荣成交警开展

“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宣传

12月2日上午，荣成交警大队联合团

市委在市区岗西大集开展12·2“全国交通

安全日”主题活动。期间，通过摆放宣传看

板、发放宣传资料、LED宣传车流动宣传

等方式，详细讲解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

速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与后果，倡

导广大交通参与者共同抵制不文明交通

行为。

交通“绿色通道”救助患者

11月5日，徐某辉将一面写有“人民卫

士忠诚 心怀大爱为民”的锦旗送到荣成

交警大队七中队，表达对民警及时解决困

难的感激之情。10月30日早，执勤民警在

人和镇第三十五中学附近，开辟“绿色通

道”，引导搭载一位脑溢血病人的车辆到

石岛人民医院进行急救，仅用10余分钟就

将患者安全送至医院，病人顺利渡过危险

期。

隐患路段安装红绿灯

11月9日，荣成交警大队完成了成大

线与环湖路十字路口及西霞口景区T型路

口的红绿灯安装工作。由于这两个路口的

车辆及行人通行量大，存在巨大的交通安

全隐患，大队组织工作人员积极排查路

口，加班加点进行安装，做到道路整修完

毕，红绿灯投入使用。

校车行驶路线安全隐患大排查

11月11日上午，荣成交警大队七中队会

同人和镇政府、教育、交通、校车公司等多部

门共同开展校车行驶路线安全隐患大排查。

交警异地执法统一行动

1 1月1 2日 ,荣成交警大队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异地执法统一行动，组织警力

在市区、城乡结合部、农村道路设置多处

执勤卡点，严查酒后驾驶、涉牌涉证等交

通违法行为。截至行动结束，共查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322起，其中查处酒后驾驶

9起。

交警“上门讲课”送安全

11月14日上午，荣成交警大队五中队

走进荫子镇政府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民警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讲解

在冬季恶劣条件下如何安全行车的常识，

养成文明、良好的出行习惯。

交通安全宣传进店铺

11月16日，荣成交警大队三中队组织

民警来到东山街道沿街店铺，结合近期道

路交通事故典型案例和常见交通违法行

为，向群众讲解了酒后驾驶、面包车超员

及农用车违规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性，有效提升了群众的交通事故预防能

力。

交警雨天执勤保通畅

1 1月1 8日早，荣成市区出现小到中

雨，辖区路段能见度降低。交警大队立即

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重点做好市区助

学岗及定点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执勤民

警、辅警提前上岗，冒雨指挥疏导交通，确

保各主要路口交通畅通、有序。

交警走进物流企业检查

11月19日上午，交警五中队走进华欣

物流和腾源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开展冬季

交通安全大检查活动。活动中，民警讲解

了冬季安全行车注意事项，并提醒驾驶人

要经常检查车辆状况，坚决杜绝车辆“带

病”上道路行驶。

交警进大集开展冬季安全宣传

11月20日，交警四中队组织民警走进

滕家大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向

群众讲解恶劣天气出行应注意的安全常

识，向群众普及开车未系安全带、骑乘摩

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性，警示群众自觉抵制交通违法行为，

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安全文明出行。

交警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

12月2日上午，交警三中队组织第三

十七中学生来到中队开展警营开放日活

动。民警现场详细讲解了上学、放学期间

应注意的交通安全事项，提高了广大师生

知危险、会避险的能力。

交警围绕重点人群开展宣讲

12月3日上午，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走

进崂山屯村，围绕“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和

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

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让更多的农村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交通安全教育。

交警进企业开展“12·2”主题宣传

12月2日上午，交警六中队组织民警

走进映波水泥厂开展“知危险会避险 安

全文明出行”主题宣传活动。

“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

12月4日上午，第七个“国家宪法日”

主题宣传活动在市区法治文化公园隆重

举行，活动中，荣成交警通过设置咨询台、

摆放宣传看板等形式，为群众提供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咨询并答疑解惑。

校车应急演练

12月4日下午，交警五中队走进三十一

中学，开展校车安全应急演练活动。通过演

练，不仅使孩子们掌握了乘坐校车逃生的

基本方法和技巧，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师生

的安全意识，提高了自护自救的能力。

非机动车专项整治

12月7日起，交警大队组织警力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非机动车专项整治行动，严

查非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违法载人、

占用机动车道行驶、在人行道板上骑行等

交通违法行为。

交警支招冬季行车注意事项

12月8日下午，交警六中队民警走进

三星重工，开展冬季交通安全知识培训。

民警针对冬季气温低、恶劣天气频发特

点，告诫驾驶人要始终紧绷交通安全弦，

避免发生危险。

交警雪天执勤疏堵保畅

12月14日，荣成市区内迎来了强降雪

天气，为确保雪天道路交通安全有序，全

体执勤民警、辅警坚守岗位，指挥过往车

辆减速慢行，加大路面管控力度，及时排

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交警冒雪抢修交通设施

12月14日，市区迎来了强降雪，受恶劣

天气影响，多处红绿灯、护栏出现损坏。交

警大队设施中队组织全体人员提前上岗，

期间，共维修灯控设备、护栏、标牌20余处。

荣成第二实验小学

邀请交警走进课堂讲安全

12月2日，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邀请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一中队民警来学校，与学校师

生一起参加12·2交通安全日活动，期间，民警

为在校部分师生讲解道路交通安全知识，重

点讲述了学生在参与道路交通时怎么判断危

险，提前规避危险，遇到危险怎么脱险等，随

后，民警与部分师生一起做十字路口交通模

拟游戏，学生、老师分别扮演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以及交警等角色，在模拟中体验遵守

道路交通法律的重要性。通过活动的开展，增

强了广大师生知危险、会避险的能力，受到了

学生和老师们的一致欢迎。 (鞠红玲)

减资公告
威海汉邦生物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0005716604407)经

股东大会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36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 3 3 5 0万元，请债权人

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 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

特此公告。

“学霸”基金经理再出固收+佳品 工银瑞信聚利18个月重磅发行
今年以来，“固收+”产品因

兼顾收益较为稳健和风险较低
的优势，成为不少中低风险投资
者理财配置的首选。作为固收+

实力雄厚的王牌战队，工银瑞信
顺势推出拟由学霸基金经理张
洋担纲的新品——— 工银瑞信聚
利18个月定开混合基金，12月7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邮储银行、工
银瑞信直销平台等渠道进行认
购。该基金是一只权益投资上限
为30%的偏债混合型基金，投资

策略灵活多元，不仅可以通过股
票申购拓宽收益来源，还可以通
过A+H丰富投资机会，补足投资
版图。

中石化威海公司党建+责任帮扶

激发攻坚创效推动力

中石化威海公司充分发挥党委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基层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员工树立“三超常”
精神，凝聚力量、迎难而上，强化党建
在持续攻坚创效行动中的保障作用，
创新形式开展以“党建+”特色模式为
引领，不断拓展党建载体在攻坚创效
行动中的新路径，让党旗在攻坚创效
的第一线高高飘扬，推进持续攻坚创
效行动。

公司围绕经营管理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开展党员下站帮扶活动，创
新“党员责任区”工作机制，结合提量
增效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帮扶站，通过
责任党员挂点帮扶、指导，党员每月下
站开展活动，有效提升机关党员服务
基层意识，推进机关部门与基层共创
共建，实现责任区提量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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