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山职专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工作顺利启动

面对职教发展机遇和政策红
利，乳山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围
绕上级建设目标和要求，结合学
校实际，抓实调研与论证，第一时
间制定了校本建设方案，确定了
争创高水平中职学校、创建技师

学院、开通“3+4”中高职本科贯通
培养、争取产教融合试点校等16
项创建任务。

下一步，学校将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用足
用活政策，强化落实落地，推动

学校在办学层次提升、专业布局
优化、产教融合深入等方面提质
培优、创新突破，为区域经济社
会进步提供有力的技术技能人
才支持。

(杨合申)

TA是15万级SUV明智之选

作为备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
车型，中型SUV对于相当一部分的
家庭来说都是刚需，其中大五座
SUV空间大、舒适度高，更受城市
家庭青睐。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消费者们在选车时也更考虑经济
性，因此价格比合资车型更为友好
的自主品牌大五座SUV纷纷抓住
机会开始突围，销量不断攀升。那
么，哪款自主品牌大五座SUV值得
购买呢？小编今天挑选了今年关注
较高的车型——— 传祺GS8S做个具
体介绍。

看脸的社会，颜值是“圈粉”的
前提，汽车同样如此。为了迎合年轻
人的需求，不少车企在外观设计上
费尽心思。

传祺GS8S前脸首次应用传祺家
族“震天翼”格栅，镀铬格栅形如羽
翼般根根分明，与矩阵式晶钻全
LED前大灯横向衔接，配合日间行
车灯和雾灯装饰区域，强大气场展
现无遗，妥妥的“霸道总裁范”。尾部
方面，双“U”型隧道式LED尾灯设
计，极具辨识度，加上硬朗的后包
围，可谓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SUV首要宜家，动力够用就行？
未必。驾驶的激情与乐趣，就像生活
里的一剂调味料，调节日常的乏味
枯燥，带给你一路上班的好心情。

传祺GS8S搭载的是350bar高压
直喷技术的2 . 0TGDI发动机，最大
功率252马力，最大扭矩390牛·米，
被行业内称为“自主最强2 . 0T”，动
更强、燃油经济性高。传祺GS8S匹配
了爱信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在日常

行驶中，爱信6AT变速箱在换挡速
度上响应快，同时，变速箱顿挫小。

悬架系统方面，传祺GS8S搭载
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欧
系高性能底盘调校使传祺GS8S拥有
出色的行驶质感，在扎实的底盘结
构和米其林轮胎的相互配合下，具
有更好的机械抓地力，再加上精心
的悬挂调校能时刻做出更为准确的
转向，即使碰上雨水天气也不用担
心出行安全。

在车身尺寸上，传祺GS8S的长
4740mm、宽1910mm、高1775mm，拥
有不俗的“身型”，其在储物空间方
面的表现也十分优秀，在设计之初
便充分考虑使用物品的便利性和可
操作性，满足收纳狂人喜爱的同时
带来赏心悦目的视觉感受。传祺
GS8S前排储物空间划分合理，中央
的扶手箱可随时为驾乘人员提供肘
部支撑，而副驾驶席前方的手套箱
也具有很好的私密性。空间实用性
出色，后备箱容积大，利用率高，适
合家庭出行。

除了空间要给力，乘坐的舒适
感自然不能少。传祺GS8S座椅采用
压力分散技术设计，并且靠背角度
可后调8°，让乘坐者即使坐进后
排，双腿完全能收放自如。在乘坐体
验上，传祺GS8S胜在舒适性，其座椅
填充物软硬适中，包裹性很强。

总体而言，在大五座SUV市场，
传祺GS8S实力方面表现更为均衡，
如果你被它硬核运动的外观设计和
390T超强动力所征服，把它列入你
的购车名单里面非常适合。

两个月零三天，一个题材两场大会，从“理论准备”到“干活准备”

威海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创新联盟揭牌
本报讯 (记者 高洪超 通

讯员 曲小康) 相隔两个月又3
天，一场关于工业互联网的全威
海范围的企业代表会再次召集。
3日，威海市工信局召开全市工
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专题培训
会，这次会议的规模扩大、设多
个分会场，同时宣告威海工业互
联网与人工智能创新联盟成立。

上一次的威海全市工业互
联网推介路演是在5月2 9日，会
议定位““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培训暨对接研讨””。而

这一次，威海各区市政府(管委)
分管领导，全市发展改革、科技、
工业和信息化系统机关干部，12
所重点高校、院所负责人，200家
冲击新目标企业负责人、首席信
息官共400余人在主会场、5个分
会 场 参 会 ，会 议 主 题 定 位“ 培
训”。

从研讨到培训，是“理论准
备”到“干活准备”的跨步。这一
次，来自工信部国家工业信息安
全发展中心的专家、威海本土工
业互联网应用领先企业(中国移

动威海分公司、迪尚集团、联桥
集团、广泰空港)负责人，分别介
绍了国内互联网发展现状、本企
业具体应用经验。

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召集同
样题材的全市范围推介会，今年
特殊形势下，这个频率已不仅有
工业互联网分量的自证意味，稍
有点敏感性的企业家更应读懂
宏观顶层设计的态度、感觉到风
口所在。

在推介会现场，“企业边界
模糊”、“行业生态圈”、“解耦”等

新名词不时震荡，“企业甚至行
业不再有物理上的明晰边界”、

“新价值创造机制”、“竞合关系
越来越多”、“它既不姓工也不姓
网！它是全新的国民经济系统，
它服务工业经济并将颠覆传统
工业经济形态，进而重塑传统工
业概念”等新判断、新预见不断
冲击与会企业代表的观念。

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部门会
议。这一次，记者拿到的材料已
经不再是文字，代而取之的是幻
灯片PPT的分页打印汇编册。

毕竟，“在发展工业互联网
发 展 这 一点上，中国与全球同
步，都处于探索阶段”。虽然现场
有各路专家多个大屏幕的即时、
多角度呈现，但它是新事物，作
为主办方的威海市工信局预料
到了“消化难”问题，特意把各路
专家的 P P T 分页打印、汇集成
册，希望与会者能带回企业、二
次消化，解决“不敢用、不会用、
用不起”的思想认识局限、技术
和资金障碍，做到“主动触网、大
胆用网、科学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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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山社区教育如火如荼进行中

乳山开放大学依托特色专业和
优秀师资力量，在满足社区居民兴趣
爱好和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社区教育基本工作，在利群社区
和祥和社区分别开设了乳山开放大
学社区教育基地，充分调动社区居民
接受继续教育的积极性，送教进社
区。

为提高社区居民科学文化、思想
道德、心理身体素质，提高社区精神文
明水平，本学期该校开展了电子琴、化
妆、声乐课程公益课程长期班，居民采
取自愿报名的方式，按照学校配送的
课程要求，统一在社区会议室进行签
到、上课。

(陈亚萍)

荣成市实验中学召开九届六次教代会

近日，荣成市实验中学九届
六次教代会在2号合班教室隆重
举行。会议由杨主任主持，来自
学校各科室的131位代表出席会
议。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
帷幕。首先由陈校长致开幕词。
陈校长指出：教代会的召开，是
学校全面深化改革，认清新形
势、适应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希

望代表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
肃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主人翁
意识，认真履行自己的神圣职
责，充分发挥教代会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的职能，为学校实现跨
跃式发展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会上梁校长作了年度学校工作
报告，对学年工作进行回顾、总
结。此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

严格执行了有关程序，有利于调
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促使荣
成市实验中学各项制度更加科
学、合理、规范，对保障学校各项
事业稳步发展，建设和谐校园提
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支持和组织
保证。

(赵春英)

府前路学校党支部以打造
星火党建品牌为引领，深刻挖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内涵，
科学开展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
天星“的星火党建工作模式，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教学水平
不断提高。

每到周末，优秀党员教师和

新岗教师都会来到星火工作室
开展周末有约和周末会诊活动，
优秀党员教师对新岗教师在工
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给予指
导和帮扶，帮助他们不断成长日
常教学中，府前路学校还成立了
党员名师工作坊，通过发挥名师
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全校师生提
高师德师风和教学水平。

为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学
校定期组织学生开展红色故事
大赛，红色诗歌朗诵会等红色文
化教育周活动，组织学生走进马
石山十勇士纪念馆，胶东育儿所
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以现场教
学的方式让学生接受红色教育
的洗礼，使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
下去。 (宫平平)

府前路学校党支部“星火”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黄山路学校开展“创建诚信校园 争做诚信师生”活动

为带头践行诚信进校园，
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增强学
生诚实守信的意识，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诚信师
生、诚信标兵，黄山路学校开
展了“创建诚信校园 争做诚

信师生”师生签名活动。师生
在签名刊板上郑重签名承诺，
同时将自己对公约的认识，对
诚信的承诺写在了心间。同时
利用宣传栏、电子屏、开展了
诚信教育专题班队课，进行了

大力地宣传，通过此次活动，
在广大师生中营造了“人人知
诚信，人人讲诚信”的良好氛
围，全校师生进一步认识到诚
信的重要性。

(常英)

日前，乳山工信局组
织机关干部到帮扶村育
黎镇南夼村开展志愿者
服务，围绕省定扶贫工作
重点村退出十八条标准
以及村庄农村垃圾治理、
农厕改造、农村道路“户
户通”等十六项提升工
作，帮助村清理垃圾、道
路两边杂草。

今年以来，乳山市把抓实主
题党日活动作为提高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的重要抓手，通过注重标
准规范、灵活多样、互促共融、督
导考评等四个注重，坚持规定动
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党建
业务相融合，激发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先锋意识，提高干事创业的
工作活力，有力推动各项基层党
建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以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
手，乳山市建立“一月一主题”制度，在
严格落实规定动作的基础上，结合农
村、社区、企业、机关、学校等不同领域
党建、业务特点，在市级层面分类统一

制定每个月主题党日活动的主题，解
决了基层党组织主题聚焦不精准、活
动内容不丰富、工作实效不突出等问
题，真正让党员精准掌握工作要求、理
顺工作思路、明确工作方向。目前，在
全市各基层党支部已开展5个主题党
日活动，交流研讨4600余次，为2300余
名党员过政治生日。

探索“线上云课堂”“微党课”新
模式，依托“远教e管家”等线上平
台，在各基层党支部中开展“主题党
日直播课”活动20余次。在乳山全市
范围内开展“我来讲党课”活动，已
组织1280余名党支部书记、先进模
范人物等登台讲党课，营造了人人

讲党课、处处是课堂的浓厚氛围。将
主题党日与对标学习、创建文明城
市、志愿服务等相结合，开展各类活
动3600余次，进一步增强了活动吸
引力。依托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胶
东育儿所及红色印迹旧址等乳山特
色“红”资源，组织6200余名党员踏
寻红色足迹、重温革命历史。开设

“红色经典课堂”，邀请450余名老党
员、老干部、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述革
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提高党员党
性修养。

结合“双报到”“结对共建”等
工作，将主题党日活动融入到精
致城市建设、民生保障、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等重点攻坚突破任
务中来，组织党员开展“以岗亮
责”活动，发起各类攻坚活动1300
余次，协调解决实际问题1680余
个。疫情期间，开展专题主题党日
活动，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党员
干部主动参与疫情防控，全市616
个农村(社区)党组织组建了“党员
先锋突击队”，设置了“党员志愿
服务示范岗”，2万余名党员主动
认领联系疫情防控网格任务。开展

“提振精气神、提升执行力”谈心谈
话活动，全市3 . 2万余名党员相互之
间谈意见建议、谈思想生活状况、谈
发展思路，取得凝聚人心、增添干劲

的良好成效。
坚持以“严”字筑底，结合“线

上+线下”双重督导方式，对各党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全面督查评比。线下，各党(工)委
抽调党建指导员全程参与到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中，进行精细化指
导督促，市委组织部抽调专职人
员组成督导组，采取“四不两直”
的方式，直接到“主题党日”活动
现场，实地查看活动开展情况。线
上，依托“灯塔—党建在线”山东e
支部系统，开展线上随机抽查，倒
逼线下组织活动严起来、实起来。

(王嘉 李纲)

乳山市：“四个注重”扎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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