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校园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在行动

简讯
近日，荣成市实验中学通过致

家长的一封信、班会、校园广播、黑
板报等形式，全面加强学生校内外
各项安全教育，确保学生人身健康
安全。

工作中，学校牢固树立“认识
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意
识，对疫情防控、交通安全、食品安
全和预防冬季传染病、一氧化碳中
毒以及防火防触电，严禁到河面溜
冰、玩耍、保持健康作息习惯等各
方面内容进行了具体要求，对错误
和正确的做法分别给予详细说明，
通过学校、社会和家长等各方面努
力，提高全社会对学生安全工作的
重视程度。

(韩英)
从6日晚开始，石岛区域普降

新年过后的第一场雪。以雪为令，
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奋力开展清雪
大会战，力保城市安全畅通。据了
解，管理区最近斥资500多万元，
新购置清雪设备，大大提升了工
作速度和效率。据统计，全区共出

动人力3万多人次，上阵各类清雪
机械设备1000多台辆。同时，清雪
过程中，一幕幕有爱心有温度的
场景不断出现。1月7日下午，“港
城石岛”志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
们走上街头，为环卫工人等一线
清雪工作者送去手套500多副，以
及暖贴800多个。

(唐敬娜 王永祖 王永生
宋丰凯)

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中，石岛
管理区王连街道制定科学的管理方
法，建立了长效机制，确保了区域
环境整洁、整齐、优美。在全市城乡
环卫年度考核中连续3年、垃圾分
类连续2年夺得全市第一，创造了
王连模式，打造了王连样板。

(赵红阳)
自2020年12月15日“铁建风电

0 1”轮进入鑫弘重工公司维修以
来，经过半个多月的维修，于1月3
日下午移锚地开航。这是鑫弘重工
今年承修的第5艘海工船。

(石宣)

2021新年伊始，荣成市府新小
学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压倒一切
的重要工作来抓，全体师生上下同
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保本学期教

育教学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认 真 做 好 新 冠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部 署 。为 确 保 校 园 安 全 ，
荣 成 市 府 新 小 学 于 近 日 再 次
召开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 ”，校 领 导 班 子 和 全 体 教 师
参加了此次会议，力求做到科
学研判、全面覆盖、安排周密、
举措有力。

充分发挥班主任在疫情防

控中的重要作用。认真落实值班
和门岗管理制度，所有进校人员
均需佩戴口罩、登记信息、接受
体温检测。学校要求全体教师在
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做好摸排报

送工作。强化对师生和家长的宣
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夯实校园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基础，确保师生
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

(刘彩燕 王妮)

为提升农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解决孤寡、独居等特殊老
年群体“一餐热饭”问题，2020年
以来成山镇政府积极响应上级
号召，相继开业25家暖心食堂。

目前，松埠嘴村暖心食堂
面向村内80周岁以上的老人免
费开放，广泛发动村内志愿者
参与食堂的日常运营，同时结
合松埠嘴村农村幸福院，一起
为老年人、弱势群体提供综合

式服务，打造一个有温度、有深
度、有情怀的居家养老服务站。
开设暖心食堂，不仅是为了解
决老人们的就餐难问题，也增
进了老年人之间的交流，进一
步满足村里老人多样化的生活
需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
老爱幼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
的，松埠嘴村用真心对待老人、
用真情打动群众，为社会树立
了正面榜样。 (宋振宇)

荣成市世纪小学开展社团成果秀活动
日前，荣成市世纪小学组

织开展了社团展示活动，邀请
了荣成市教体局基础教育科的
领导、教研中心综合实践教研
员及部分家长代表组成观摩团
共同参与。

本次参加展示的社团涵盖
了运动类、手工类、读写类、艺
术类、科创类及生命发展类六
大领域，共64个，学生参与率达

到100%。每个社团展示的内容
包括社团活动室的氛围布置、
社团成果表达、社团推介、过程
性档案资料、社团过程性评价
及社团成员参与度等，组织家
长、教师及学生代表组成评委
团，对此次社团成果进行全方
位、公正合理的评价。

本次社团成果展示活动
中，同学们学生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丰富多彩的作品深深
吸引和打动了参观团的领导和
家长。

学校将在今后的活动中，
进一步发挥学生、家长和教师
的智慧，不断丰富社团活动的
种类和内容，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个
性和谐发展，为每个学生的幸
福人生奠基。 （张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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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实验中学举行校园文化节
近日，荣成市实验中学广

大师生欢聚一堂，隆重举行校
园文化艺术节，进一步营造了
积极向上、清新高雅、健康文明
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示了艺术
教育的丰硕成果。

艺术节上，学生们各展才
艺，彰显了活泼阳光的青春风
采：既有动感十足的拉丁舞、

爵士舞、街舞，又有激情畅快
的萨克斯与小号演奏、架子鼓
表演、钢琴独奏；既有自编自
演的精彩节目，又有师生合
演、家长参与的特色节目。大
家用节目的形式，回顾过去的
一年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及各
项工作取得的优异成绩，共同
展望新的一年携手并肩，再创

辉煌。
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

节既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也
成为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
为了师生们向往的盛大文化节
日，它强化了对学生审美教育和
艺术表现力的培养，营造了更加
浓厚的校园艺术氛围。

(韩英)

石岛管理区11个重点项目开工
新年伊始，在管理区钰翔

物流产业园工地上，广大建设
者冒着寒冷投入紧张施工。据
了解，元旦刚过，石岛管理区就
已经有11个重点项目陆续开工，
掀起重点项目建设热潮，力争
首季开门红。

为2021年谋好篇、布好局，
管理区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石岛要当好全市高质量发展
龙头”的定位要求，机构改革和
体制理顺完成伊始，新一届领
导集体便以更加崭新的姿态，
发扬优良传统，迎接新的挑战。
新班子成员到任第二天，就深
入建设工地，一个项目一个项
目的现场办公，就地解决实际
问题，提前筹划论证，集中调度
部署，加紧落实和敲定重点项
目和城建民生项目，逐一到各
街道、各部门调研和进行走访

座谈，听取各单位的创新思路
和实施计划，并连续召开重点
项目、城建民生项目和园区项
目专题调度会，敲定全区重点
项目27个，对项目建设涉及的规
划、选址、资金、土地等问题进行
统筹安排，现场协调和解决项
目开工之前存在的难点问题。

目前，大部分项目已经开
始组织实地踏勘和专题落实
开工计划。已经有石岛湾核电
站、海洋高新园科研孵化器、
南极磷虾生物科技产业园、诺
利源生物科技、新加坡文星物
流、北京铭源国际物流、大鱼
岛海洋公园续建项目和钰翔
物流产业园、新华锦“岛上人
家”康养中心、北京金潮旅游
综合开发等新建项目开始动
工；舟基农副产品交易配送基
地、石岛智慧商贸中心、恒裕

堂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一批新
的重点项目也已经做好前期
准备工作；石岛凤凰中小学、
大鱼岛公园、桃园滨海公园等
一批城建民生重点工程项目
的方案论证、土地整理、图纸
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紧锣密
鼓加紧进行。这些项目预算总
投资达到80多亿元，建成后，
对补齐全区产业短板、放大产
业优势，培植产业集群和海洋
经济新的增长点，拉动区域经
济，推动全市的高质量发展，
将起到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管理区要求各街道、各部
门继续发扬“店小二”精神，进一
步理清思路，压实担子，跟进协
调，跟踪服务，确保每个新项目
高质高效如期推进，为争创第
一季度全面开门红，打好坚实
基础。

荣成市设立冷链食品监管专仓
近日，荣成市进口冷链食品集

中监管专仓正式开仓。
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备受群众关

注，为全面加强防控工作，荣成市
在石岛管理区荣成海隆冷链有限公
司设立集中监管专仓，严把进口冷
链食品入市第一关。

监管专仓分为办公生活区、调
度运行区和防疫工作区，总面积
1 7 4 1 6平方米，其中防疫工作区
7306平方米。专仓共有8间冷库，总
库容约1 . 8万吨。

凡是经荣成口岸或外地口岸进
入荣成市使用、加工、销售、贮存的
进口冷链食品，一律进入监管专
仓，严格落实采样检测和预防性消
毒工作要求。监管专仓将以万分严
谨的工作标准，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牢牢把控进口冷链食品安全底
线。进口企业须在产品到达监管专
仓(企业专仓)24小时前通过山东冷
链食品疫情防控管理系统进行预
约。

(石宣)

荣成市石岛管理区

“三个聚焦”打造区域发展新路径
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王连街道立

足乡村，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发展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化解民生矛盾，在“三个聚
焦”上下功夫，助力乡村振兴。

聚焦民生诉求，打造幸福小
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在办得快、
办得好、办得准三方面下功夫。聚
焦配套服务，打造精致小镇。按照

“全域精致、内外兼修”的标准，一
方面提升“软环境”，着力构建城乡
环卫一体化、垃圾分类、厕所管护、

“四清”“清洁家园”等为一体的常
态化“大环保”格局，全面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另一方面夯实“硬实
力”，完成总投资1600万元的中心
幼儿园建设、农村公路硬化、清洁
供暖、高标准农田、公益性墓地、驻
地供暖扩面6项民生工程，提升群
众幸福感和获得感。聚焦乡村振
兴，打造宜游小镇。坚持以乡村振
兴样板片区为支撑，以全域旅游为
驱动，重点打造南北两条休闲旅游
线路。 (王晓玉)

清雪保通畅
近日，荣成三十二中组织教师走进各村居清扫积雪。为消除积雪对校车运行造成的隐患，

学校组织教师志愿者走进各个村居，查看路况，对重点路段进行打扫铲除。劳动中，天寒地冻，
大家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铲除积雪，消除隐患，创造安全路况，让孩子们早日回到课
堂。同时，分管领导还与各村居负责人沟通，希望雪后能组织人员及时清除危险地段的积雪，为
校车运行提供安全有利的条件。

(肖华超 肖红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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