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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总工会构建“1+3+N”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到2023年，全市所有乡镇工会组织健全、运转有效

本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
讯员 夏丽萍) “切实发挥工会
职能，将乡村振兴过程中产生的
新职工组织动员起来、服务保障
起来，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
基础和群众基础……”日前，威
海市总工会正式启动“汇聚工会
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并下发
实施方案，构建“1+3+N”工会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体系，使工会在
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
服务效能以及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实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将发
生巨大改变，工会组织有责任和
义务保障新职工权益，服务新产
业发展，助力新农村建设。”谈及
这项工作的初衷，威海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宏飞这
样说。

威海市总工会将充分发挥工
会组织优势，围绕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服务乡
村振兴重大工程，助推工农互促、
城乡互补，参与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加强

工会组织覆盖，在涉农经济组织、
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成立基层工会组织；在第二、
三产业相对发达，农民工较为集
中的乡镇，成立区域(行业)工会；
创新建会入会方式，及时把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中的新职工
(农民工)吸纳到工会组织中来，
力争到2023年，全市所有乡镇工
会组织健全、运转有效。

对 工 会 助 力 乡 镇 经 济 中
心、服务中心、治理中心建设，

《方案》也提出了针对性举措。
强调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要

组织动员广大职工 (农民工 )积
极参加系列竞赛和创新活动；
聚焦服务效能提升，要加强对
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培育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
业农民”，同时大力扶持农民工
及各类人才到镇村创业；聚焦
劳动关系和谐，要通过构建“多
层过滤·多式化解”新时期和谐

劳动关系促进机制，维护职工
(农民工)合法权益。

据悉，为持续有效推动这项
工作，威海工会系统将在今后的
评选表彰活动中，向积极参与乡
村振兴且贡献突出的单位、集体
和个人倾斜，优先推荐涉农企业
负责人，并提高农民工表彰比
例。

一季度行情业已收官，纵观权
益类基金表现，虽然也经历了较大
波动，但整体依然跑赢沪深300，尤
其是部分投研能力出色的基金公
司，表现更为抢眼。以上投摩根基
金为例，银河数据显示，截至一季
度末，旗下股票基金近2年算数平
均 股 票 主 动 管 理收益 率 达 到
108 . 73%，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
在全行业可比的89家基金公司中
排名第三。即便拉长时间维度，上
投摩根股票投资能力持续优异，近
1年、近2年、近3年和近5年排名均
居全行业前1/3。

整体优异业绩的背后，是众多
牛基的加持。截至一季度末，上投
摩根旗下8只基金近2年收益在银
河证券同类基金中排名前10%。与
此同时，公司旗下多达11只权益基
金荣获银河证券、海通证券、招商
证券的5星基金评级。

上投摩根权益投资继续领跑

旗下股基近2年平均收益率108 .73%

华夏基金4月14日再次发布旗
下明星产品华夏回报混合型基金
的分红公告，本次分红拟每10份基
金份额派发红利0 . 15元，权益登记
日、除息日均为4月16日，现金红利
发放日4月19日。值得一提的是，这
已是华夏回报今年以来实施的第3
次分红，也是其成立以来的第99次
分红，是分红次数最多的权益类基
金，可谓名符其实的“分红王”。而
在本次分红后，该基金历史累计分
红总额将超146亿元。

华夏回报作为蔡向阳所管理
的代表性产品之一，投资风格鲜
明，追求绝对收益。自2003年成立
以来，12位基金经理先后管理华夏
回报，都保持了这一特色，给投资
者更好的投资体验。作为一名有着
15年从业经验的老将，也是业内价
值投资的典型代表之一，蔡向阳在
投资中以低换手率和精于选股而
著称。

累计分红146亿元

华夏回报第99次分红

蔄山小学举行教师“我的读书故事”分享评选

近日，临港区蔄山小学教
师“我的读书故事”分享评选活
动在学校党员活动室举行。10
位中青年教师绘声绘色地分享
了各自的读书故事。

多年来，蔄山小学倡导教
师闲余时间进行广泛阅读，拓
展素养，提升素养，促进成长。
此次读书分享活动为学校“大
阅读”活动———“学生·家庭·教
师三维悦读”的组成部分之一。
各年级组推选的代表们结合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声情并茂地
畅谈自己的阅读收获，有名师
理念的深刻领悟，也有学以致
用的经验分享；有名人故事带
来的人生启迪，也有名家经典
的感人至深。老师们发自内心
的感悟和分享，或激情澎湃，或
儒雅从容，或深情委婉，或沉稳
有度，充分抒发了自己在阅读
中获得的成长与喜悦。老师们
的精彩演绎，引发了评委们的
广泛共鸣。 (吕杨)

打造食安校园，构建和谐家校

——— 蔄山小学启动《食品安全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近日，蔄山小学开展了以
“打造食安校园，构建和谐家
校”为主题的食品安全教育活
动。升旗仪式上，大队辅导员高
玚宣布《食品安全法》宣传周系
列活动正式开始。高玚表示：老
师与父母“同心一力”，都希望
学生能够健康成长。因此学生
知法懂法，安全消费，远离不健
康、不安全食品，是家长与学校共
同努力的重点。

“食以洁为先，食以安为本”。
为了让全体师生更深入了解《食品
安全法》，蔄山小学德育处精心组
织了“六个一”活动：举行一次国旗
下的讲话；开一次“食安校园”主题
班会；出一期食品安全黑板报；开
展一次查禁“三无”小食品活动；举
行一次“食安生活，健康你我”主题
演讲赛；集中开展一次食堂从业人
员培训活动。

(吕杨)

争做节水小标兵

——— 蔄山小学组织开展节水惜水宣传教育

近 日 ，临 港 区蔄山 小 学
组 织 开 展 节 水 惜 水 宣 传 教
育 ，号 召 学 生 人 人 争 做 节 水
小标兵。

活动开始后，各班组织了
节约用水主题班会，学生集思
广益，交流了多种节约用水的
措施。而后，通过“小手拉大手”
形式，回家向父母讲述节水的
重要意义，拍摄节水照片在班
级QQ群汇报展示。学生们还制

作节水手抄报、创作节水宣传
画，扩大了节水宣传的力度与
范围。

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不
但了解到更多的节水诀窍，养
成节水习惯，使节水惜水的意
识深入人心，形成“节水我行
动，低碳绿生活”的观念，更激
发了学生“美好家园，你我创
造”的强烈主人翁意识。

(吕杨)

4月18日谷雨祭海 荣成渔民节将如期举办

本报讯 (记者 田佳玉
通讯员 李钟芸 ) 4月18日，

“好客山东·乡村好时节 ( 谷
雨)”2021荣成乡村文化旅游
季暨渔民节开幕式，将在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首批中国传统
村落、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3A级景区荣成东楮岛村举
行。

谷雨，号称是渔民的节日。
作为全国渔业大市(县)的荣成，
渔民有着谷雨祭海、祭海龙王、

祈求海神保佑平安、风调雨顺的
传统习俗。每年谷雨节，百鱼上
岸，也称渔民节、开洋谢洋节。如
今，盛大的祭海活动已成为国家
级非遗项目。

4月19日至20日，院夼、朱
口、沙口、大鱼岛、河口等沿海渔
村和石岛天后宫等地，也将陆续
举办渔民节祭祀活动，祈祷风调
雨顺、鱼虾满仓。

开幕式将拉开2021荣成乡
村文化旅游季的序幕。

威海“互联网+”慈善募捐
4年近3万笔、共9000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 王震 通
讯员 隋进凯) 2016年年底
以来，威海市慈善总会利用

“互联网+慈善”信息平台募
集善款，截至2021年3月底共
接 收 网 络 捐 款 2 9 7 2 5 笔 、
9153 . 29万元。

2016年下半年，威海市
慈善总会在山东省各地市中
率先建设了集网站、微信于一

体的信息化网站，搭建起更加
便捷、透明、高效的募捐平
台，当年年底投入使用。

爱心人士和团体可通过支
付宝、微信等随时随地奉献爱
心。网络捐赠凸显“爱心不分大
小”的理念，打破了以往因捐赠
数额少而羞于现场捐赠的窘
境，即使是1毛钱的捐赠，也凝
聚着捐赠人的拳拳爱心。

“科技+”运动会
4月14日，以“科技点燃梦想 运动成就未来”为主题的望岛

小学第九届科创健身节暨春季田径运动会开幕，全校34个班级、
1400余名师生全员参与，为期两天的运动会中，除常规田赛、径
赛，还增加了亲子扑克牌、纸杯搭建、鸡蛋撞地球等科技项目，让
每一个孩子都充分享受到了阳光体育和科技创新的魅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张耀今 摄影报道

举报成品油违法行为，最高奖5000元

本报讯(记者 于涵) 近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
进一步规范威海成品油流通市
场秩序，至12月31日，威海全面
开展成品油违法违规行为举报
奖励。举报的违法行为一经落
实并查处，将分不同情况给予
举报人奖励，最高可5000元。

此奖励政策适用于在威海
市行政区划范围内发生的成品
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
含以下几类情形：无证无照或
证照不符经营成品油；流动车
辆销售成品油或无手续非法运
输成品油；无资质擅自设立自
备油罐及装置(设施)、撬装加
油装置等；购进、销售走私成品
油；山东省成品油禁产、禁购、
禁销、禁用清单中列明的其他
行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其
他经营行为。

对举报有功人员根据不同
情况，依据查获油品的涉案金
额大小，按等级一次性给予奖
励。奖励标准如下：涉案金额在

5000元(含)以下的，给予500元
奖励；涉案金额在5000元以上
50000元(含)以下的，给予1000
元奖励；涉案金额在50000元以
上200000元(含)以下的，给予
3000元奖励；涉案金额超过
200000元的，给予5000元奖励。

商务局工作人人员介绍，
商务部门不会以任何方式泄露
举报人姓名、住址以及举报情
况。举报奖励对象原则上应实
名举报，对匿名举报的案件，在
结案后能够确定举报人真实身
份的，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
也应给予奖励。同一案件被多
次举报且内容相同的，奖励第
一举报人，举报顺序以受理举
报的时间为准。对两人(含两
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
按一个案件进行奖励。对同一
案件的举报人员只给予一次性
奖励。同时，对恶意举报、虚假
举报等扰乱成品油市场的行
为，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
恶意举报人的法律责任。

蔄山小学召开《道德与法治》教师会

4月15日，蔄山小学为进
一步提高学科教师对《道德与
法治》课程重要性的认识，持
续提高教师思想道德水平，召
开了《道德与法治》教师会。

会上通过学习，教师对教
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有
了全新的理解与认识，立德树
人首先是《道德与法治》老师

的根本任务；授课《道德与法
治》需要坚持“八个统一”，要
大力推动课程的改革创新。今
后，学校要搭建学习与展示平
台，努力打造一支“可信、可
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
的高素质《道德与法治》教师
队伍。

(吕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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