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教育是学校教育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
科学自救知识，掌握自救技
能，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安全
健康成长。乳山市西苑学校
在教育综合实践基地的精
心安排下，开展了科学安全
自救综合实践活动。

同学们分别体验了地
震自护、结绳逃生、烟道逃

生、重走长征路、生存训练、
趣味乡村运动会等项目。他
们在操作中了解了灭火器
用法，在逃生烟道中体验到
如何逃生，在模拟地震的体
验中掌握了结绳逃生的方
法；参观安全自救知识展，
观看灾难逃生、自救教育
片，查找安全隐患、进行交
通安全演练，在实践中学习

了知识；而齐心协力、携手
共进等生存训练更是让同
学们在游戏中磨练意志，增
强了团队意识。

本次安全自救实践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是
学校安全教育活动的延伸，
是落实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

(丁姣)

西苑学校开展“科学自救”综合实践

11月9日下午3点，随着
警报声响起，乳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为主题的“119”消防活动启
动仪式拉开序幕。教学楼内
的孩子们快速拿起湿毛巾，
捂住口鼻，扶着栏杆，弯着腰
有序地从指定逃生路线撤
离，老师们各守其位、组织有

序，整个演练过程仅用了三
分钟。演练结束，刘主任为全
体师生讲解了逃生技巧，并
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的操作要
领。陈校长做总结讲话并提
出要求，希望全体师生能够
通过演练增强自救、互救的
能力，保证人人安全。

为确保本次疏散演练安

全有序开展，学校安全小组制
定详细方案、密切部署工作，
同时利用学校小喇叭、班会等
广泛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各班
主任“各显神通”，充分利用
PPT课件让学生掌握防范火
灾、火灾扑救以及在火灾中及
时逃生的技能要领。

(宋堃)

乳山特校开展“关注消防，生命至上”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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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乳山寨中心学校开
展“学先烈，铸党魂”主题党
建活动。学校组织全体党员
赴栖霞市英灵山革命英雄纪
念馆，瞻仰先烈遗容，重温革
命事迹。

此次活动，首先由王志
刚、王飞两位党员代表向革
命英雄敬献花圈，全体党员

向先烈默哀致敬；然后由于
卉老师带领大家齐声宣读入
党誓词；接着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全体党员重温了从大
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涌
现出的张静源、理琪、解文
卿、一门三烈、夫妻双烈等为
国为民、舍身取义的英雄事

迹;最后，大家徒步登上海拔
三百多米的英灵山瞻仰革命
英雄纪念碑。

本次活动之后，大家纷
纷表示要将对革命先烈的缅
怀之情投入到今后的学习和
工作中去，自觉以革命先烈
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
实地，再创新绩。 (刘熙乔)

乳山寨中心学校开展“学先烈，铸党魂”主题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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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震) 11
月10日上午，威海市住建系
统2020年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交流会暨智慧化工地观摩在
中建五局山东公司威海凤集
金茂悦项目举行，作人员现
场展示了塔吊“黑匣子”工作
状况，它不仅能全程记录机
器使用状况，还能及时监控、
防范和阻止各种不安全行
为。

中建五局山东公司烟威
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黄新建
介绍了项目双重预防体系和
智慧化工地建设情况，随后
组织交流人员观摩智慧化工
地，项目运用“智慧工地+
APP”模式，人脸识别门禁系

统、塔吊吊钩可视化系统、AI
视频监控、云平台数据中心
等手段解决劳务人员管理困
难、大型设备管理困难等问
题，APP通过移动互联网、云
平台连接，集成了人员、环
境、施工监控、安全警报等各
种数据与信息，各类数据信
息定时推送，管理人员能实
时掌握现场施工情况。

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塔
吊“黑匣子”的工作状况，它
不仅能全程记录机器使用状
况，还能及时监控各种不安
全行为。塔吊设备工作重心
高、起重载荷大、运行速度
快，在工作过程中频繁启动、
制动，暗藏较多的危险因素，

尤其是现场几台塔吊一起工
作，靠人力监管很难跟得上。

安装‘黑匣子’后，通过
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能实现计
算机和手机终端的实时监
控，如果塔吊操作人员操作
失误或者超过额定载荷时，
系统就会发出警示，如果吊
臂距离太近，系统会自动停
止移动，能有效避免误操作
和超载，能使操作人员的不
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得到
有效控制。同时，交流人员针
对现场风险分级管控清单、
各分部分项工程分级管控标
识牌、网格化管理及扬尘治
理措施进行了现场交流讨
论。

中建五局山东公司智慧化工地安装“黑匣子”

市生态环境局“输血+造血”帮扶贫困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田佳玉 通讯员 姜岩 冯童童

近年来，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围绕机关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和
联系村帮扶，不断强化机关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推
动机关党员加强党性锻炼、改进
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能力，通过

“输血 + 造血”带动增强联系村
“自我造血”能力，帮助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实现机关和农村基层
党组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促双赢、共同提高。

市生态环境局开展机关党支
部结对农村党支部共联共建，帮
扶贫困村打造坚强有力的村党支

部班子、素质过硬的党员队伍，共
建一个坚强有力的村党支部班
子。由驻村“第一书记”汤辉兼任
联系村党支部党建指导员，定期
组织村两委开展党建培训，指导
村党支部规范议事程序，帮带提
升村党支部领导能力。共建一支
素质过硬的党员队伍，协助镇党
委政府，组织村内党员参加党性
教育和政策理论、法律法规、实
用技术培训共60余人次。在抗击
疫情中，根据表现，把村内3名优
秀群众发展成入党积极分子。共
建一处功能实用的活动阵地，投

资2 . 5万元修建约200平方米的
党员活动室及办公室，解决了过
去无处开展党员群众活动的问
题，今年已开展党员群众活动30
余次。共建一套务实管用的工作
机制，机关党支部与驻村“第一
书记”定期指导村党支部规范组
织生活。目前已增选一名优秀党
员担任农村经济监理会组长，落
实“四议两公开”，积极构建乡村
善治新格局。“第一书记”牵头，共
指导召开村党支部委员会、党员
大会、上党课10余次。共建一批有
特色受欢迎的载体、共建一个产

业项目，协调资金100万元在联系
村建设大口井和农村道路户户
通；投资5万元用于联系村豆腐生
产作坊改造，增强联系村“造血”
功能同时，解决联系村及周边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共同开展一
批送温暖活动，深入开展“情暖夕
阳”活动，重点帮扶村内65岁以上
10户不集中供养老人和1户65岁
以下失独户，组织人员到老人家
中为老人清扫卫生等；开展“送医
下乡”，与威海国安医院签订协议
免费为村中帕金森、癫痫、小儿麻
痹等疾病患者看病治疗，已为刘

德荣等3户群众免费治病，为7户
群众免费查体。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还组织
机关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困难群
众，由机关党支部牵头，党组成
员带头，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采取

“一对一”的形式与村内1 9户困
难群众结对，因户施策、一户一
策，制定具体帮扶措施。同时，由

“第一书记”协助，每月走访贫困
群众，动态掌握贫困群众的生产
生活需求，为困难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截至目前，共走访200余
人次，解决“微心愿”20余件。

本报讯(记者 王震 通
讯员 邹滟聍) 11月12日，
山东省建设工会主席杨振同
一行到中建五局山东公司威
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项目调
研“战疫情、勇攻坚、促发展”
争先创优劳动竞赛情况，助
推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调研组一行首先听取了
项目负责人彭虎就劳动竞赛
开展情况、疫情防控、工程进
度等方面作的专题汇报。随
后调研组一行深入项目施工
一线，对项目劳动竞赛组织

领导、科学防疫、施工进度、
安全生产、节能降耗、劳务管
理、品牌创建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了解与调研。

调研组根据劳动竞赛开
展情况调研评分表对项目资
料台账、施工现场情况进行
了调研。杨振同首先对项目
在劳动竞赛过程中付出的努
力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表示项目要在坚持
疫情防控不放松的前提下，
做好农民工权益保障、技术
创新与安全生产总结与汇报

工作，积极推广先进经验，进
一步扩大重点工程劳动竞赛
战果，实现社会繁荣稳定和
企业经济发展“双丰收”。

项目负责人彭虎表示，
下一步项目将不断加强组织
领导，发挥劳动竞赛的激励
作用，始终将劳动竞赛贯穿
到工程建设全过程中，进一
步营造“比、学、赶、帮、超”的
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践行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打造精品工程，擦亮中
建品牌。

中建五局山东公司劳动竞赛促进建筑品质提升

为培养学生规范书写的
意识和良好的书写习惯，激
发学生坚持练字和展示自我
的热情，提高学生书写汉字
的质量，荣成市第三十二中
学开展了以“书写规范汉字

做美泽好少年”为主题的
写字比赛。

赛前语文老师对学生的
书写进行了细致的指导，比
赛时班主任对学生的写字姿
势、执笔方法和纸面整洁等
方面再次做了重点强调。

学生用统一发放的写字
专用纸在规定的时间内认真
书写，力求正确、规范、美观，

每位同学都充分发挥了自己
的书写水平，写出了自己的
写字风格。

此次活动为学生提供了
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进一
步端正了学生写字的态度，
为今后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
打下坚实的基础。 (滕玲莉)

书写规范汉字 做美泽好少年

山东威海石油党委细
化落实集团公司、省公司
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强化
党建工作在持续攻坚创效
行动中的引领保障作用，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抓融
合、促提升，强党建、聚合
力，着力抓好“六型党建”，
持续夯实服务生产经营的

“点、线、面”，推动党建工
作“网格化”管理、“流水
线”运作、“一体化”联动，

打造党建工作“升级版”，
为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提供坚强保证。

公司党委在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特色化建设
上深耕细作、深抓严管，在
强化政治功能、夯实基层
基础、管理党员服务群众、
推 动 经 营 管 理 上 创 新 突
破，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围绕“党
建+融合”，坚持各有侧重，

持续深化“一支部、一特
色”活动，逐渐形成了文登
公司党支部推行“三快三
多”工作法，乳山公司党支
部推行”四个一线“工作法
以及市北片区党支部“四
严四细”等工作法等特色
品牌，把工作重点转化为
亮点，把亮点做成品牌，将
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业务
发展优势，推进党建工作
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中石化威海公司完善组织体系

让战斗堡垒坚强有力、焕发生机

为让家长更深入了解孩
子在校的学习生活，支持学
校工作，提高家校共育水平，
近日，后峰西小学不但组织
召开线上家长会，同时开展
了线下家访。

（裴春红）

为让语文教师与学生
就作文习作找到共鸣，提
高习作教学效率，普陀路
小校于1 1月5日上午举行
语文教师下水文比赛，要
求老师们站在孩子的角度
来完成。

此次“下水文”比赛，让
老师们从“下水”写作中体
会了学生的思维方法及思
维习惯，推动了作文教学的
研究。

(宋小鑫 李宏伟)

简讯

消防演练
为提高火灾自救

防范和处置能力，11
月10日，普陀路小学
开展了消防安全演练
及消防知识安全教
育。此次演练强化了
师幼的防火安全意识
和突发应变能力，同
时也检验了普陀路小
学各项安全责任制度
的落实情。

(李宏伟 马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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