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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乳山教体局开展系列排查整改提升活动

为进一步推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乳山
市教育和体育局围绕找差距、抓
整改、促提升，开展系列排查整改
提升活动。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多次
组织集体学习和研讨交流，深入
学习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逐段逐句学习党章、

《准则》《条例》。在深入学习的基
础上，逐条对照相关规定，全面检
视查摆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
明确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

对照绩效管理找差距。深入分
析目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际，针

对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突出问
题，举行专题培训致力加快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通过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有
针对性、可操作的贯彻落实方案，明
确下一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健全预算绩效管
理操作规范和实施细则，确保每一
笔资金花得安全、用得高效。

对照为民服务找差距。在落实
政治责任、问题整改、创新思路和
方法、标本兼治上持续发力，进一
步完善体制机制，补齐制度短板，
堵塞工作漏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
深入开展，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同时，为充分展示党员教师坚守初
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的精神风
貌，对照入党经历谈理想、谈信念，
重忆入党初心找标准、找差距，该
局还举办了“忆入党初心、讲入党
故事”演讲比赛。

为保证整治行动顺利开展，市
教育和体育局建立了专项整治工
作专班，明确责任部署，细化分解
工作任务，制定整治措施，明确时
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专项整
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通过一系列
自查自纠、督促检查、整改落实等
举措，让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
整治成效。 (宫平平)

为了引导初四学生明确人
生发展方向，确定奋斗目标，少
走弯路、健康成长，近日，乳山市
怡园中学举办了中考政策宣传
讲座活动，解读了目前我市高中
学段的招生政策在体育与健康
科目学业水平考试形式有变化、
增加音乐、美术科目学业水平考

试、中考成绩以“分数+等级”的
形式呈现、普通高中将按照“两
必备、一依据”的标准录取学生
等政策。此次讲座，帮助即将毕
业的学生树立了良好的心态和
正确的人生观，坚定了孩子们前
进的信心，为初四学生的未来明
确了航向。 (冯志香)

举办中考政策宣传讲座

工商银行威海分行安保人员拾金不昧归还外国友人钱包

2019年11月26日晚9时，工商
银行威海分行安保人员姜常冬在
例行巡查威海分行办公大楼外自
助银亭ATM时发现了一个遗失的
钱包，钱包内装有人民币及外币现
金、护照、名片等贵重物品，根据钱
包内的外国护照姜常冬分析失主
应该是位外国人，现在失主一定很

着急，可他又看不懂护照及名片上
的外文，于是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
给工商银行保安中队中队长，中
队长及时找到一个懂英文的亲
戚，让她联系失主，在所有人的共
同努力下当晚联系到失主，原来
失主是一位孟加拉国友人，后天
就要回国了在银亭取款后钱包就

忘记拿了，此时正为找不到护照着
急，听说被工行安保人员捡到连声
说：Thank you！次日一早外国失
主特意过来感谢，对于工行安保人
员的拾金不昧精神和热情服务给
予高度赞扬。

(工商银行威海分行营业部
杨春兰)

食品安全进校园 携手共筑保平安

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学生
的健康牵动着千万个家庭的
心。为贯彻落实威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教育局《关于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
动方案》的通知精神，荣成市
第二十中学开展了学校食品
安全宣传教育“五个一”系列
活动。

通过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工

作会，利用黑板报手抄报等进
行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举行“我
身边的食品安全”作文大赛等
方式，不仅丰富了学校师生的
食品安全知识，提高了食品安
全意识，增强了自我防护的能
力，还为建设健康美丽校园提
供了环境保证，让我们一起行
动，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
全从我做起！

(肖卫刚)

11月29日，2019长安马自
达销售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
在义乌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

“团队协作和越级体验”两大
维度，对选手综合技能素养提
出了高要求。最终，销售顾问
云鹏和试驾专员吕鸿杰通过
默契配合以及完美的个人表
现，代表杭州骏兴店摘得本次
大赛团队桂冠。长马销售技能
竞赛已举办十载，但长马提升

服务水准，培养销售精英的脚
步不会停歇。长马将持续与经
销商一起，完善服务举措，提
升经销商人才培养与储备能
力。

长安马自达第十届销售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圆满落幕

为有效地激发教学工作的能动性和

创造性，汲取并推广教师的成功经验，乳

山市府前路学校在全校开展了“金点子”

征集活动。 (孙清香)

为防范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提高学

生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能力,大孤山镇中

心学校开展“向校园欺凌说不”主题教育。

(于长泳)

乳山市冯家镇中心学校少先队将学

生的自主管理与班干部轮流制有机结合

起来，真正实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

做”。 (于宁宁)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关爱退役军

人”指示精神，徐家镇中心学校党支部开

展了“到基层去，到退役军人中去”主题活

动。 (于建娥)

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利用升旗仪式国

旗下讲话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增

强未成年人对伟大祖国、党和人民的热

爱。 (郑建辉)

为了丰富师生的课余生活，提高教育

教学工作效率，南黄镇中心学校举行了主

题为“阳光体育运动”之师生春季长跑比

赛。 (马文强)

为增强学生法制观念，近日西苑学校

邀请派出所兰所长为全校师生作了主题

为“扫黑除恶暨校园防欺凌”法制安全教

育讲座。 (赵锡云)

为凝聚教育合力，加快学校发展，乳

山市怡园中学开展“打造精致校园，办人

民满意学校”家校连心会。 (王大庆)

为加强对学生的行为规范教育，让学

生遵纪守法，乳山畅园学校召开关于防范

校园欺凌和预防校园暴力法制培训报告

会。 (陈晓杰)

近日，乳山市第一实验小学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法制安全教育，学生掌握了

一些实用的防护措施和技巧。 (张晓彦)

为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市公交公司联

合下初中心学校开展了校车逃生应急疏

散演练，提高了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

能力。 (林荣华)

12月4号乳山凯尚艺术培训学校的老

师来到乳山特殊教育学校，为这些残疾孩

子表演了手语歌舞《让爱传出去》，并耐心

地交给孩子怎样去表演，老师和孩子互动

的快乐情绪高涨！孩子们自信满满！感谢

社会上的爱心团体和善良的人们！

(王晓华)

在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

乳山市光明街小学举行了升国旗、学宪

法、歌唱《宪法伴我们成长》等一系列学习

活动。 (姜伟)

为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南黄镇畜牧兽

医站下乡免费发放乳山市农村畜禽散养

规范化管理明白纸，号召养殖户依法文明

养殖。 (刘青山)

为使学生认清毒品的危害，提升学生识

别、防范、抵制合成毒品的意识和能力，白沙滩

镇中心学校组织师生开展了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教育活动。班主任通过播放视频、发放材料

等形式，明白什么是毒品，毒品的危害是什么，

提醒同学们吸毒会毁灭自已、祸及家庭、危害

社会，要学会自我保护，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选择正确的方式处理挫折、烦恼及忧愁。

本次活动的开展，让学生们清楚地认识到禁毒

的重要性，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严防毒品的危

害，确保身心健康发展。 (于福生)

简讯

乳山市乳山口镇中心学校双管齐下打造精致管理

为响应乳山市教体局的工作部
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威
海要向精致城市方向发展”的指示
精神，积极倡导“打造精致校园”，乳
山市乳山口镇中心学校从管理入
手，双管齐下打造精致管理，为精致
校园保驾护航。

教师管理。召开全体教职工大
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本着享受
教育，乐道负责的思想，着眼于学生
的终身发展，全面提挈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教师在校园内都要穿戴整
齐，衣着洁净，女教师不穿超短裙；
上课一律用普通话，用规范文字板
书，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不能体罚
和变相体罚；在办公室内上课时间

不得交谈，安心备课，规范作息；教
师车辆在停车位内自觉实行后面一
条线；利用上课之余读书学习业务，
提升素养与素质，成为有内涵有气
质的教育者。

学生管理。学校从大处着眼，小
处入手，做好每一个细节。学生在校
必须穿统一的校服且保持干净，课
堂上端正坐姿与举手姿势，踊跃回
答问题，声音响亮逻辑性强，小组合
作中伴演好自己的角色，努力成为
小组中的榜样；交作业时精心归类，
整齐放置；考试时认真思考，不左顾
右盼；室外书包一线成为靓丽的风
景；上下课二人以上自然排成队，上
下学更要路队整齐，有序行走，不争

不抢，彰显文明；文明就餐，餐盘要
轻拿轻放，不说话，诚肯接受组长和
维护秩序老师和领导的监督；保质
保量地打扫好自己分配的卫生任
务，在校园内看到树叶和纸屑，要主
动捡起，自觉维持校园卫生，使我们
有一个良好舒适的学习环境，学生
们享受学习，快乐成长。

学校以愉悦教育为主题，以常
态化管理为目标，在教师和学生管
理上多层次、多角度、多手法进行打
造落实，形成习惯。细处决定成败，
执行方见成效。乳山市乳山口镇中
心学校的师生时刻践行着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以精心精细，求精准精
致，成精美精彩！ （任宗淑）

乳山市税务局:党员进社区助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为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取得实效，推动党建
共建常态化制度化，12月3日上午，
乳山市税务局组织10名党员前往
结对的东里社区开展“看望孤老志
愿服务”活动。

“这次党员进社区活动，让我
们看到了税务部门服务的贴近与
管理的先进，我们喜在心里，看着
大院里青年税务志愿者活跃的身
影，养老院的大叔大娘们也乐开了
花，对税务部门的印象更好了！”养

老院的看护员邵霞女士说。
党建共建工作开展以来，乳山

税务局组建了6支党员志愿服务
队，根据服务计划每月集中组织在
职党员到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实施
共建项目，如扶贫济困、看望孤老、
税法宣传等。除此之外，还与社区
积极联系对接，根据社区的“需求
清单”和乳山税务局的“资源清
单”，结合文明创建、扫黑除恶、综
治维稳、文化培育、基层治理等重
点工作，共同协商确定年度共驻共

建“项目清单”，着眼帮助社区解决
实际问题。

开展党建共建工作是乳山市
税务局贯彻落实“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
打造“五型五星”基层党组织的有
效途径。党建共建工作让党员在服
务群众、奉献社区中进一步锤炼党
性，深刻理解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也让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为
工作开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孙媛媛 于小茜)

多吃白色食物降火。立冬后北
方大部分地区开始供暖，室内干燥
的空气让人“上火”，这时可多吃一
些白色食物。做菜时，可以选择白
萝卜、白菜、冬瓜、百合、银耳、莲藕
等。多吃牛、羊肉御寒。吃牛、羊肉
可御寒。怕冷的人还可多吃胡萝
卜、芋头等富含无机盐的根茎类蔬

菜，以及海带、紫菜、菠菜等含碘食
物。多吃蛋白质提高免疫力。对于
免疫力本身就比较差的老人和孩
子来说，寒冷是健康的最大威胁。
大豆中蛋白质含量最高，鱼虾肉、
鸡蛋、花生、核桃中蛋白质含量也
很丰富。

（于新娇）

冬季养生饮食 掌握“三多”原则

冬天刷牙最好用温水

医学专家对牙齿生态的调查
显示，人的牙齿在35-36 . 5摄氏度
的口腔温度下能进行正常的新陈
代谢。35℃左右的温水是一种良性
的口腔保护剂，用这样的水漱口，
会使人产生一种清爽、舒服的口
感。

牙膏中的主要成分是摩擦剂

和氟化物，这些有效成分发挥作用
的最佳温度是35℃左右。用温水刷
牙是对的，有些人用冷水刷牙会引
起牙齿敏感、疼痛。尤其是在冬天，
更需要用温水刷牙，避免引起牙齿
敏感。温水的温度以接近体温为
宜，太热的水也不好。

（于新娇）

颈部、背部、腹部、脚要重点保暖

这些部位都是容易导致人
们在冬天生病的部位。颈部受
凉，会发生头痛、颈部酸疼等 ;背
部受凉，例如现在还睡在凉席上
的人，早上起来很多时候都会打
喷嚏、鼻塞甚至引起感冒。

腹部保暖是女生要做的重

点保护工作。避免痛经，避免月
经不调，避免受寒不适，腹部温
暖是关键 ;最后脚有着多个穴
位，一旦寒冷不适，会导致身体
出现条件反射，也出现各种问
题。

（于新娇）

汉字文化节
近日，钦村小学举行以“方方正正写字 堂堂正正做人”为主题的首届汉字文化节，引导孩子们发

现、体会汉字魅力，增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夏菁 邹明雪 摄


	W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