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岛管理区有11家企上榜慈善捐赠先进集体

石岛“爱心方阵”用慈心善举诠释企业社会责任
近日在荣成市委、市政府

表彰的慈善捐赠先进集体中，
石岛管理区有 1 1 家企业上榜。
其中赤山集团有限公司、泰祥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喜 获 慈 善

特 别 贡 献 奖 ；石岛 集 团 、黄 海
造船、鑫发控股有限公司等荣
获慈善突出贡献奖；中磊科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等 获 得 慈 善 捐
赠优秀单位奖，获奖总数量占

荣成市的四分之一，展现了石
岛“爱心方阵”的强势阵容。

近年来，石岛管理区注重
引 导 企 业 既 奋 力 当 好 高 质 量
发展的主力军，又积极做履行

社会责任的排头兵。广大企业
积极参与“慈心一日捐”、包村
扶 贫 、暖 心食堂 建 设 、捐 资 助
学等，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石岛广大爱心企业

慷 慨 解 囊 、踊 跃 捐 赠 ，充 分 彰
显了大爱仁心和社会担当，传
递 城 市 文 明 、引 领 社 会 新 风
尚。

(付明 刘艳芬 高德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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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召
集全体教师举行安全生产月工作
安排启动部署大会和启动仪式。会
上，分管领导首先传达了荣成市教
体局安全工作会议有关精神。随
后，结合当前疫情有针对性地分析
了学校安全工作隐患，对校园安全
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最后
的签名活动中，教师们认真签下自
己的名字，并郑重表示：会时刻绷
紧“安全”弦，扎实有效做好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共同维护校园的长治
久安，让孩子多一份平安健康，让
家庭多一份幸福安宁，让社会多一
份和谐稳定。 (张宗芹)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开
展了“预防校园欺凌 创建平安校
园”主题活动，召开相应的主题班
会并通过国旗下演讲、手抄报、宣
传展板等多种形式宣传了预防校
园欺凌的相关知识。

学校利用国旗下讲话、手抄
报、宣传展板、主题班会等形式，引
领全体学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校
规校纪，理性对待同学之间的矛盾
纠纷，克制不良行为。做好问题学
生心理疏导的同时及时排查化解
矛盾纠纷，时时防范校园暴力和欺
凌事故发生，家校协力密切配合，
共建和谐平安校园。争做文明学
子，创建平安校园！ (于华珍)

日前，荣成市府新小学开展了
以“红色经典浸润心 革命精神启
迪人”为主题的观影活动，全体学
生分批次在阶梯教室观看了电影

《妈妈咪鸭》和《我和我的祖国》。
整个观影过程，孩子们都全神

贯注地盯着大屏幕，在香港回归国
旗升起的伟大时刻，孩子们还会像
初次见证那一时刻一样欢呼雀跃，
特写镜头记录下了自发行队礼、唱
国歌的感人场面！本次活动，增强了
电影在同学们心中的寓教于乐效
果，营造了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灿
烂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王雪静)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举
行规范办学行为专题培训活动。

会上，校领导首先引领教师回
顾了“津海区典型案例”的始末和
媒体评论，剖析了案件持续发酵的
根源所在，强调教师要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并就学校师德建设提出
了自己的要求，随后，分管领导公
布了学校每月的师德教育主题，并
从作息时间、课程开设、作业设置、

师德管理四个方面解读了学校规
范教学行为。

本次专题培训活动，为全校教
师再次敲响了师德建设的警钟，相
信每位教师定能规范自己的言行，
为构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校园氛围
做出自己的努力。 (张宗芹)

近期，荣成市石岛实验中学举行
了干部论坛活动。活动由校长李志东
主持，全体中层干部、各学科教研组
长、备课组长参与了本次会议。

此次干部论坛以“破难点、创
新局、谋创新、抓实干”为主题。会
上，各中层干部围绕论坛主题和新
学期工作计划，结合各自分管工
作，以书面的形式总结回顾了前期
工作落实创新情况、取得的成绩和
存在的不足，并对后期重点工作进
行了规划。

本次活动，每一名中层干部对
自己分管的工作进行深度反思，为
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张金玲)
3月19日，石岛实验小学少先大

队组织开展“国防教育”主题活动。
活动中，大队辅导员解读了

《国防法》、《国防教育法》等国防法
律法规，教育和引导全体少先队员
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
卫国防，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国防
知识。随后，全体少先队员一起观
看红色电影《地道战》。

本次“国防教育”主题活动的
开展，使少先队员们懂得了国防教
育的重要性，认识到必要的国防教
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具备
一定的国防意识以及坚定的爱国
信念，是每一名少先队员义不容辞
的责任。 (王艳)

日前，荣成市实验小学举行微
型消防室消防员及部分年轻男教
师(后备力量)实战技能培训及演
练活动。培训活动包括自动消防系
统的操作方法，消防室配备消防的
消防器材使用，快速穿戴消防服，
佩戴呼吸面罩，接拢分水器、接拢
消防水带喷洒灭火，操作钢剪、攀
越消防梯等。重点学习并考核了排
查灭火器是否安全合格并做好记
录及使用灭火器灭火练。

此次培训活动进一步健全了
学校消防机制，增强了学校应对突
发火灾的能力，为学校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王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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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非遗”走进斥山街道中心完小

近日，荣成市文化馆携“非
遗”传承人走进了斥山街道中心
完小，为师生们献上了精美的文
化大餐。

本次荣成非遗大课堂共由三
十多位荣成非遗传承人进行展

示，包含面花、花饽饽、渔网修补、
根雕、面塑、剪纸、草编等项目。当
天，荣成本地的老艺术家们还为
孩子们带来了《梨花颂》、《贵妃醉
酒》等经典选段。荣成戏剧家协会
主席田丰泉老师现场教学，指导

男孩子如何成为合格的“美猴王”。
此次活动加深了同学们对非

遗文化的了解，让同学们“零距
离”感受了非遗项目的精髓，并在
感知、体验中了解荣成历史，激发
对家乡的热爱。 (孔玲)

荣成市斥山完小多彩社团活动，搭建学生个性成长平台

荣成市斥山完小基于“学校
特色、教师特长、学生特点”建立了
各具特色的社团活动小组，最大
限度的优化了学校教学资源，让
每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自
主选择参与到社团活动中。学校

举行了社团集中展示和宣传活
动，让每个社团向学生展示自己
的特色，使学生对社团有了充分
的认识，从而为他们选择出更适
合自己发展的社团活动提供的依
据。

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进一
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使每名
学子在活动中培养兴趣，陶冶情
操，开阔视野，锻炼能力，找到自
信，发展特长，收获到成功感幸福
感。 (王丽新)

威海汇丰电器

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1 本科及以上 5年以上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经验； 5000 8000

0631-7515883 荣成市青山西路27号

营销策划 1 本科及以上
负责企业形象推广宣传、各门店形象布置、

协调各品牌厂家开展各种促销活动
并做好活动宣传

4000 7000

批发经理 2 专科及以上

负责乡镇市场的家电批发工作；熟悉乡镇家

电市场行情；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4500 9000

中央空调销售顾问 10 专科及以上
善于沟通，思维敏捷，有创新意识，

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
3500 9000

优秀店长 2 不限
有家电销售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带过团队，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4000 8500

优秀导购员 5 不限
有较好的沟通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

具有亲和力，较强的执行能力，
有相关销售经验者优先录用

3000 7000

网络管理员 1 不限
懂得网络维护，服从工作安排，执行力强，有

团队合作精神，有先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3000 5000

石岛管理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企业安全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
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开展，近日，石岛管
理区应急管理局组织企业安

全人员集体学习观看《生命至
上 警钟长鸣》安全生产警示
教育片。

影片中挑选了近年来国内
发生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案

例，真实还原事件经过，深入剖
析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教训。该
影片以最真实的案例警示众人，
让人深受教育。

(朱琳)

王连街道全面展开春季绿化工程

王连街道紧扣建设“绿满荣
成 生态荣成”目标，坚持义务植
树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广泛发动、
精心组织、整体规划、一体推进，
全面启动“绿满王连 生态王连”
绿化工程，扎实加快城乡绿化建
设步伐。

一是以打造山水阡陌田园综

合体为重点，围绕龙山湖“一环五
园十村”开展连片绿化美化工作，
提升绿色底蕴。二是以提升绿色
通道绿化层次为重点，依托龙湖
路、竹韵路、王松路、石泽线4条全
长23公里的绿色长廊进行绿化补
栽，打造道路林网。三是以绿化美
丽乡村试点村为重点，围绕赵家

山、大汛姜家、王家庄3个美丽乡
村试点村实施美丽乡村绿化工
作，实现绿满乡村。四是以荒山绿
化为重点，着力做好河西乔家、南
也子口、马岭许家等村的荒山绿
化，栽植速生杨、朴树、柳树等苗
木5000余株，扩大绿化面积。

(徐敏)

石岛管理区30家企业、29个村受表彰

近日，荣成市委、市政府表彰
了2020年度诚信单位和诚信个
人，石岛管理区赤山集团有限公
司、石岛集团有限公司、泰祥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黄海造船有限公

司、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等30
家企业荣获诚信示范单位荣誉称
号；王连街道、斥山街道、港湾街
道荣获新时代文明实践信用街道
荣誉称号；港湾街道山海湾社区

等29个村居荣获新时代文明实践
信用村(社区)荣誉称号；港湾街
道兴隆社区李超初等1566户居民
荣获诚信示范户荣誉称号。

(石宣)

石岛2021年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伙伴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3月19日，2021年新时代文明
实践“精致港城，爱在石岛”及“新
时代石岛文明印记”项目正式启
动。该活动重点是服务关爱环卫、
园林一线工人，切实关注民生，维

护合法权益。按照活动安排，全年
分10次组织志愿者开展慰问，把
温暖、清凉和关爱送到环卫、园林
第一线。

爱心企业石岛集团对这此活

动给予大力支持，分“精致港城，
爱在石岛”及“新时代石岛文明印
记”两个项目捐赠爱心款共计10
万元，用于爱心伙伴志愿服务项
目。 (石宣 刘艳芬)

斥山街道现有大棚27座，累计接待游客500余人次

体验采摘乐趣 享受“莓”好时光
“你好，我们大概100多人，

上午采摘草莓，买点火烧，中午
吃顿农家饭。”春节以来，斥山街
道盛家村党支部书记盛跃松电
话热线不断，几乎都是类似的预
约电话。

大棚内，大大小小的草莓娇
艳欲滴、色泽诱人，空气中弥漫
着淡淡清香，令人陶醉。游客们

纷纷提着篮子，在地垄间穿梭、
挑选、采摘，一边体验着乡村采
摘的乐趣，一边享受着节日的

“莓”好时光，时不时还拿出手机
记录开心瞬间。

斥山街道耀盛果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成立于2020年，现有大
棚27座。近几年，盛家村把农业
大棚与村内非遗“盛家火烧”、百

年老街、特色民宿等优势资源结
合起来，发展起乡村旅游。今年
已累计接待游客500余人次。

去年以来，斥山街道依托荣
成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有力契机，着力突破制约旅游
业发展的瓶颈，从基础设施入
手，夯实全域旅游发展的基础。

(刘耀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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