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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管理区坚决筑牢“三无”渔船管控最底线
石岛管理区认真贯彻荣成全

市渔船管控暨“三无”渔船整治大
会精神，迅速采取行动，压实责任，
齐抓共管，坚决筑牢“三无”渔船管
控最底层防线。

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
强化“三无”渔船管控整治机制，

石岛管理区以及所辖各街道和相
关部门迅速强化“三无”渔船管控
整治专班力量，加大督导检查力
度和频次。各管控专班深入渔企、
船东、渔港服务公司等单位全链
条排查搜集“三无”渔船相关线
索，对全区1 6处渔港服务公司、

470多个经营主体做到全部摸清
底数，一经发现，随时报告。各街
道会同公安、海洋发展等部门对
辖区三无渔船线索，逐条核实、全
面延伸，查找“三无”渔船的实际
控制人和关联人；全面加强对船
舶修造企业的执法检查，检查是

否存在利用1个指标建造2艘甚至
3艘渔船、维修“三无”渔船等问
题。

同时，各街道党政主要负责
人、相关负责人与属地船东、船长
等职务船员一一见面、谈心谈话，
面对面宣讲渔船管控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重点了解渔船海上生产
经营情况，及时获取涉渔“三无”船
舶相关信息，职务船员以文字方式
进行不经营“三无”渔船相关承诺，
警示提醒倒逼涉渔“三无”船舶回
港接受处理。

(石宣)

近日，荣成市世纪
小学精心组织开展“以
案为鉴 防微杜渐
强化师德师风的底线
意识和敬畏意识”系列
主题活动。

学校利用班子例
会学习和讨论相关案
例，找到学校师德建设
中可能存在的共性问
题，根据学校实际制订
主题活动方案。全体教
职工以年级组为单位，
分组学习《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等相关文件，进
一步提高认识，认清形
势。各年级组召开“师
德学习大家谈”座谈活
动，以跟帖评价的方
式，交流学习体会。同
时，全体教师签订《新
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责任状》。

(孙玉红)
为推进学校特色

课程建设，实现特色课
程育人目标，荣成市蜊
江中学初三年级将感
恩教育融入学校CIC
特色课程理念，开展

“念舐犊之爱，报反哺
之恩”感恩母亲创意项
目活动。

培育学生感恩思
想，让学生养成会感恩
社会、感恩父母、感恩老
师的良好美德，使知恩
图报的传统美德扎根于
学生心灵深处。通过本
次项目活动，让学生深
切地感受母爱的伟大，
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同时又和学科学习紧密
联系，充分发挥学生的
想象、创造力。孩子们别
具一格的作品礼物，给
母亲们带来意外的惊
喜，拉近亲子感情。

(陈晓琳)
近日，荣成市第三

十五中学特邀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
育专家肖然到校为全
体学生家长做以“父母
态度决定孩子命运”为
主题的家庭教育讲座。

肖然老师从问题
出发，通过深入浅出的
分析、讲解案例，为在
场家长传授经验，帮助
家长分析在孩子成长
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
些问题和成因，为广大
家长答疑解惑，在场的

家长们畅所欲言，与老
师频频互动，并积极进
行记录和思考，家长们
满载收获。本次讲座，
引发家长们对自身家
庭教育方式方法的反
思，进一步提升大家对
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

(陈明霞)
近日，荣成市第二

实验中学在学生中开
展“拒绝手机进校园”
特别活动。

在校园集会上，学
校领导详细介绍“手机
成瘾”心理疾病的具体
表现，援引大量案例阐
述手机成瘾对中学生
成长带来的严重危害，
并向同学们发出“文明
校园，拒绝手机”的倡
议。同学们在印有“将
手机远离校园，让自律
伴随你我”的红色横幅
上认真签下自己的名
字。

学校将不带手机
入校成为校规不折不
扣地执行下去，确保正
常的教学回归朴实的
课堂，是对孩子们负责
的主动作为，也是教育
工作者的基本判断和
责任。

(张宗芹)
近日，石岛管理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组织
爱尔斯生物、双利建筑
等7家企业赴山东科技
大学开展引进人才招
聘活动，活动现场共签
订《校企合作协议》及

《山东科技大学大学生
就业创业实践基地协
议书》4项。

(于海霞)
5月24日，石岛集

团有限公司新建“华祥
8”远洋渔业辅助运输
船在石岛新港出航，赴
太平洋和大西洋公海
从事远洋渔业运输生
产任务。

“华祥8”船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远洋渔业
辅助运输船，满足ICE
-1A冰区及零下25度
环境下的营运要求，满
足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养 护 委 员 会
(CCAMLR)及国际海
事组织(IMO)关于南
极水域的环保要求，可
在南极海域从事运输
生产。 (石宣)

山东修远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电工 1 不限 有相关经验 面议

0631-7772888 荣成市大疃镇隆大路88号

汽车维修工 1 不限 有相关经验 面议
督察员 1 大专以上 45周岁以下，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主管会计 1 大专以上 45周岁以下，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出纳 1 大专以上 45周岁以下，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财务经理 1 大专以上 45周岁以下，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安全员 3 中专以上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施工员 5 中专以上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技术员 1 中专以上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面议

简讯桃园街道：真抓实干 打赢环境整治攻坚战
目前，荣成市桃园街道坚持问题导向，

狠抓落实，对涉及环保问题的17件交办件全
部整改到位。同时，精准施策坚决杜绝脏乱
差回潮反弹，切实改善市容市貌。

桃园街道成立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
组，建立街道主要负责人带头督、分管负责
人下沉督、业务部门现场督的三级工作督
导体系，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推行台账管理

和党工委会通报机制，对环保督察反映的
问题立即核查落实，3日内完成整改。对企
业开展环保检查发现问题69处，62处已销
号；持续开展环保隐患自查自纠，对发现的
2处隐患进行停工整顿或限期修复处罚；开
展辖区内12公里海岸线垃圾清理和5处裸
露土地防扬尘处理工作；组织畜牧兽医站
对3处畜牧养殖厂废水污染问题跟进指导。

建立长效机制重点领域“回头看”，对历次
省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和裸露土地整治、
海上非法养殖清理等重点领域加大巡查频
次和处罚力度，邀请专家解读相关政策，强
调三十余处易被忽视的隐患问题。督促57
家企业建立环保档案，随时掌握污染排放
情况。

(韩炜)

斥山街道：打好渔船管控整治攻坚战

荣成市斥山街道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有解思维”，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上级
部署，坚决打好渔船管控和“三无”渔船整
治攻坚战。

“北斗意识”抓责任落实。组织召开
休渔专题工作会议2次，对108艘捕捞渔
船实行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安排51名街
道包保责任人到渔港逐艘落实船位、登
船检验并拍照存档。同时，通过船易通、
北斗平台随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渔船
船位真实可控。目前，已签订伏季休渔
停港确认书50份，安装北斗防拆卸设备

99艘，归港104艘，对4艘未归港的渔船
已安排工作专班实地督导，并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处置。

“围网意识”抓长效管理。根据渔船经
营风险情况，创新实行“红、黄、绿”三色管
控机制，对所有渔船实行技防、人防双重
管控。督导赤山渔港严格落实好渔船进出
港登记制度，对进出港渔船建立台账，每
天清点在港渔船数量，严格监管供给运输
船，控制对渔船油、冰、水的供应。配合海
洋执法、公安、海事、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
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休渔期违规作业和查

处“三无”渔船。
“下锚意识”抓行业服务。加强渔港文

化阵地建设，打造“三官三师”进渔港示范
点，建设1处融海上党建、普法宣传、心理
疏导、矛盾调处等功能于一体的“深蓝红
帆党员之家、渔船民之家”，为渔船经营
者、经营企业、船员等提供法律调处、社会
救助等服务，合理保障船员利益，并结合
渔船违法违纪整治，力促12艘有减产转产
意向和6艘有被并购意向的渔船拆解并
购。

(刘耀聪)

港湾街道：严管严控确保伏休安全稳定

伏季休渔以来，荣成市港湾街道成
立渔船管控小组，配合渔政、海岸警察等
部门，利用伏休期，每天深入渔港、码头，
开展对涉渔“三无”船舶的整治治理工
作，规范渔业生产秩序，严厉打击渔船的
违法违规行为。

荣成全市渔船管控暨“三无”渔船整
治大会结束后，街道立即会同公安、海洋

发展等部门对辖区1317名职务船员逐一
见面、谈心谈话，面对面宣讲渔船管控相
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特别是伏休海上作
业、越界非法捕捞的严重性，重点了解渔
船海上生产经营情况，及时获取涉渔“三
无”船舶相关信息。对休渔“母港”以外的
所属渔港，街道统一安排所属社区志愿
者和驻港员进行驻守，同时安排渔港网

格工作人员组成巡查组，每天对7处渔港
码头至少开展3次巡查，逐艘落实渔船在
港情况，对发现违法捕捞、“三无”渔船、
不配合检查、不按照报备情况出海作业、
非法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上报市
海洋发展局、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确保辖
区渔船可控可管。

(高泽宇)

爱心捐助——— 引领弘扬尊师重教社会新风尚

5月28日，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爱春蕾”志愿服务项目捐赠仪式、荣
成市蜊江小学"红领巾宣讲"志愿服务项
目捐赠仪式在寻山街道寻山完小举行。
荣成市工信局、荣成市自然资源局、荣成
市财政局分别为寻山完小捐款共计3 . 14
万元，主要用于为外来务工困难家庭子
女购置新校服。达因制药为蜊江小学捐
款2万元，主要用于"红领巾宣讲"志愿服
务活动的开展。

荣成市团市委携手国网荣成供电公
司爱心人士走进市第十一中学，举行“助
力微心愿 实现微梦想”共建项目启动
仪式。

5月29日上午，“冰棍奶奶”爱心捐
赠仪式在荣成市第三十二中学举行。

“冰棍奶奶”爱心团队为滕家镇中心幼
儿园的孩子们捐赠了衣物60套、玩具水
枪30个，这是“冰棍奶奶”第六年给孩子
们送来礼物。嘉盛乳业温暖行动捐赠仪

式在樱花湖公园举行，捐赠11700盒早
餐奶将通过集中发放或入户走访发放的
形式，及时发放到最需要关爱的贫困生
手中。

荣成市交通和运输局携手威海冠通
路桥建设有限公司走进荣成市第二十四
中学，举行教育物资捐赠仪式，赠物资共
计十万元，主要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环
境，为学子提供更加舒适的学习场所。

(李晓彤)

“砥砺十年，奠基未来”--第十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
近日，荣成市各幼儿园举行了2021

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各幼儿园全体教职工

观看2021年学前教育宣传月专题片《破
困局惠民生》,回顾荣成市学前教育十年

变迁的成果。分析了当前学前教育发展
的大好形势，明确了下步工作重点和方
向。

为了让学前教育宣传月更有实效，
幼儿园分别组织了教师、幼儿、家长三方

座谈会。活动中，幼儿园通过多种方式向
社会、向家长宣传正确的学前教育理念，
推广科学的育儿方法，依托家长开放日、
家委会、幼小衔接等主题活动，宣传学前
教育十年的发展转变。 (李晓彤)

荣成三中家长课堂开课啦！
近日，山东省家庭教育宣讲团专家及青

岛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首席专家、青岛理工
大学刘启辉教授到荣成三中家长课堂开讲。

讲堂中，刘教授围绕“优秀父母的五
项修炼”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刘教授认

为，有效的养育子女的方式就像盖房子，
有五个相关的部分来共同支撑起这座房
子——— 爱、欣赏、温暖、陪伴、规则。本次
家长课堂内容充实贴切，进一步融洽了
家校之间的沟通。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致力于对家庭
教育的探索和研究，引领家长用正确思
想、正确方法、正确行动教育孩子，引导
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宋爱静 梁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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