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教体局组织召开2021年疫情防控及重点工作会议
1月1 9日，荣成市教体局组

织召开2 0 2 1年疫情防控及重点
工作会议，荣成市教体局领导
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参加现
场会议，各学区、市直学校 ( 幼
儿 园 ) 中 层 及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收
看现场视频直播。荣成市教体
局负责人统筹部署了假前和假
期当中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各学校要明确政
策标准，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带
头，履行好岗位职责；学校媒体
加强宣传引导，确保疫情防控
不出问题。要扎实推进平安校
园建设，确保每名学生不出安
全事故。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
改革，在全面落实好规范办学

的基础上，重视师生心理健康；
在推动公平考试纪律方面，扎
实落实校园精细化管理，提升
学校管理水平。要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在关键的节点提倡大
家过清廉佳节；要坚持立足 当
前抓长远，不断夯实师德师风
的基础水平。

会议强调，要加强干部作

风建设。一要加强政治纪律，全
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深
化 教 育 高 质 量 改 革 的 决 策 部
署，落实好假期突发事件的上
报。二要坚持讲大局，作为一名
深化改革的领导干部，要站在
教育的高点定位来推动教育高
质 量 发 展 。三 要 讲 奉 献 ，要 有

“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大力

弘扬好干部队伍的爱岗敬业奉
献精神。四要讲学习，不断提高
业务能力，全面应对综合教育
改革年的机遇和挑战。五要讲
工作纪律，讲廉洁纪律，讲财政
纪律，讲生活纪律，以自身过硬
的作风建设来体现出教体系统
干部的责任担当和良好形象。

(李晓彤 )

荣成市虎山完小开展“诚信积分”兑奖活动
为了筑牢学生的诚信意

识，引导学生养成“知信、守
信、用信”的美德，荣成市虎
山完小举行了“诚信积分”兑
换活动。

学校依据《荣成虎山完小

信用管理实施办法》，对学生进
行信用考核评价。评价采用百
分制，围绕学生的“品德修养、
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安全卫
生、社会公德”等实行动态评
价。学校根据学生的积分情况，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不同奖品的
“诚信积分”兑换。此项活动的
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参与
积极性，培养了他们发奋图强、
积极进取的精神。

(王婷)

东山街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组织开展“情暖寒冬·为民解忧”走
访工作，详细了解困难群众过冬现
状，制定各项防范措施，为困难群
众安全过冬提供坚实保障。

东山街道组织各村“两委”、网
格员逐户走访本村低保户、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独居重度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询问日常生活情况，检查
家中供暖设备，排解安全隐患问
题。同时，东山街道围绕此次走访

摸排内容，建立《困难群众温暖过
冬走访摸排台账》，将各村每户困
难群众姓名、保障类别、电话、取暖
方式、探访责任人、是否存在风险、
整改措施等内容详细记录，走访照
片打印存档，做到归类汇总、有据
可查。

此次走访工作，共走访困难群
众281户，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全
部及时有效排解，确保困难群众温
暖过冬。 (初林林)

东山街道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工作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 条件要求 最低薪资（元） 最高薪资（元）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荣成市2021年企业用工需求汇总表

山东北科新能源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普工 5 中专及以上学历
年龄50周岁以下吃苦耐劳，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
4000 8000

0631-7583267

山东省荣成市黎明南

路699号

销售内勤 1 中专及以上学历
35岁以下会计、

统计或工科专业背景
3000 5000

销售代表 2 中专及以上学历 35岁以下专业技能及业务知识 面议

技术员 2 本科及以上学历 机械及电气自动化相关专业 面议

质量体系管理员 1 专科及以上学历 机械设计与制造相关专业 面议

山东众泰防爆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电机设计 3 本科 男35岁以下 3800 按绩效

13371191586 荣成市荣昌路48号企业管理、财务会计、

市场营销
6 本科 35岁以下 3500 按成绩

机床操作技工 15 技校中专及以上 男45、女40岁以下 3500 按计件

山东阳光金服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知名单车业务客服专员 20 中专以上 普通话标准，打字速度35个/分，

能适应轮班制工作

3000 4000

13806304216 科技企业孵化器内
知名外卖APP

业务电话客服
20 中专以上 3500 5500

斥山完小室内韵律操活跃冬季校园
为 丰 富 学 生 的 校 园 生

活，切实保证全天候“每天锻
炼一小时”，斥山完小的62个
班级坚持以户外活动为主，
室内活动辅助的思路，由学
校体育组的教师们编排了一
套“和美韵律操”。学校组织

校舞蹈队的同学先期排练，
录制成视频后下发到各个班
级，以班级为单位，全体同学
对照着教室电子显示屏上播
放的视频，伴随着活力四射
的音乐，一起扭肩、扩胸、跃
动、踢腿、弯腰······

活泼明快的节奏，既舒展
了身心，又锻炼了身体，更在丰
富校园生活的同时，保障了课
间活动的安全，更充分展现了
斥山中心完小校园和谐尚美的
精神风貌。

(王立新 连传述)

世纪小学开展复习心理减压活动
日前，荣成市世纪小学

开展复习心理减压活动。
期末如何引导孩子们正

确面对复习，调节复习期间的
心理压力，让孩子们领悟考试
的真谛，获得心灵的放松的同

时取得好成绩。学校通过《学
动物园里动物的叫声》、《大
风吹》《比一比》、《超级大比
划》等游戏，让孩子们明白要
用积极的心态勇于迎接挑战，
讲究方法，发挥潜能。

在游戏体验中，孩子们
学会了自我放松，调节压力，
并领悟到我们要用积极的心
态去面对复习，笑迎考试，勇
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张燕飞 )

连日来，石岛管理区组成联合
检查组对修造船、涉氨制冷、危化
品、建筑工地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在工贸、危化品领
域，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风险管
控、消防安全设施维护和运行、消防
通道管理等情况；对全区10家修造
船企开展了为期30天的排查，督导
企业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建立整改
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对全区35项在

建工程，从安全教育、应急救援等各
项制度落实情况，到施工现场用电、
起重机械等重点部位、环节，开展专
项检查5次。

目前，本轮检查累计出动人员
近400人次、排查整改隐患400多
项。下一步，管理区将继续开展全
方位的隐患排查行动，对查处的隐
患一律分类排档、责令限期整改，
确保区域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

(朱琳)

石岛管理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轮检查累计出动人员近400人次、排查整改隐患400多项

闻令而动 严格排查

斥山街道从1月13日起，对渔
港渔船、涉氨制冷企业、沿街门市
等单位安全生产以及辖区疫情防
控等情况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摸
排，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对辖区内600余家沿街门市进
行逐个排查，累计拆除5处煤炉，进
一步降低一氧化碳中毒风险隐患。
对辖区65家涉氨制冷企业、9家危
化品企业和1家人员密集型企业开
展拉网式检查。截至目前，共检查
32家涉氨制冷企业、5家危化品企
业、1家人员密集型企业，共发现98
条问题隐患，已整改87项，剩余11

项正在整改中。
(王荣繁 刘耀聪)

东山街道从1月11日起，对辖
区内39家企业、6处矿山进行彻底
检查。机关干部走访分包企业，对
照安全生产检查表，对企业的工厂
车间、员工宿舍、仓库等地进行详
细检查，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
患；安监办工作小组联合派出所、
电业开展二轮检查，检查生产作业
流程、应急物品储备、安全隐患处
理解决等情况。此次大检查行动，
共排查一般事故隐128条，处理解
决109条，正在处理19条。

(初林林)

近日，荣成市府新小学
开展“抖出快乐 ,打出精彩”
玩转传统体育项目活动。让
学生在复习之余，感受民间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魅力。

本次活动由体育教师利
用课间操和活动课间向学生
教授抖空竹和打陀螺的方法
和技巧。在练习过程中，学生
既能体验抖空竹和打陀螺的

乐趣，又能学习古代民间传
统文化知识；既提高了学生
抖空竹、打陀螺的技术，又丰
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

(王小英 )

“抖出快乐，打出精彩”

荣成市府新小学开展玩转传统体育项目活动

威海海高园(石岛管理区)社会工作部

开展普法及惠民知识宣传活动
1月20日，威海海高园(石

岛管理区)社会工作部在斥山
大集组织斥山街道、公安分局、
石岛法庭、交警二中队、党政办
公室、党群工作部、经济发展局
等17个单位30余名志愿者开
展普法及惠民知识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结合区内
大集人流多、贴近百姓生活的
特点，以普法教育为重点，通

过悬挂“威海海高园(石岛管
理区)大集普法及惠民知识宣
传活动(斥山街道宣传站)”宣
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设立
咨询台、流动宣传等形式进行
宣传。紧扣石岛经济发展、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民生、防
灾减灾、舒心荣成、市场监管、
海洋渔业、应急管理、用电用
水燃气供暖、土地房屋不动

产、旅游、渔企渔民、打击走
私、信访、禁毒、道路交通安
全、公共安全、非法集资、宪法
民法典、遵法守法、征信等有
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受到了群
众的广泛好评。活动现场累计
发放各类宣传材料5000余份，
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法律问
题和相关政策80余个。

(毕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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