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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区召开村和城市社区“两
委”换届选举准备工作调度会后，
初村镇和双岛街道提前入手、提前
谋划、提前部署，打好村“两委”换
届选举预备战。

在省换届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后，
初村镇迅速成立了镇换届选举工作
指挥部，内设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
选区小组，负责换届工作的组织与实
施，将全镇31个村分成3个以经验丰
富的班子成员为中心、务实优秀的中
层干部为主要力量、年轻干部为补充
的选区小组，为每个村配备 1至 2名
换届指导员。并组织班子成员、片长、
包村机关干部和包片警长，逐村分片
平行展开摸底工作，采取个别走访、
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
对全镇31个村的村情和选情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摸排，对可能出现的主要
矛盾纠纷进行了预判。

同时，初村镇严格执行离任审计
制度，引入社会专业机构对各村账目
进行审计，杜绝村账审计中的不正之
风。并将提前培训换届操盘手当作一
项重点工作来抓，采取举办培训班、
以会代训和考试演练等方式，对换届
骨干及镇机关干部进行培训。

在培训内容上，重点学习《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山东省村民委
员会选举办法》《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和换届选举规程等法规，力求
达到人人熟悉规定、要求及选举方
法、步骤，做到政策明、程序清，为
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打下了坚
实基础。学习形式由前期的集体理
论学习拓展到与村情、选情研讨相
结合，实地查看和现场模拟演练相
结合的新形式。

为做好换届选举准备工作，双岛
街道建立村情摸排制度，组织包村干

部、第一书记每周三次进村摸排村
情，全面掌握各方面基本情况，重点
做到“三个摸清”：摸清班子运行情
况、党员表现情况、有意参选人员情
况，根据摸排到的村情按照稳定、隐
患、复杂进行分类，做好台账，做出风
险评估，增强换届工作的实效性和前
瞻性。建立周汇报制度，每周六上午
召开党工委班子会议，听取包村干部
汇报村情，并对排查出的突出问题当
场研究解决对策。建立班子成员联系
村制度，辖区 10个村划成 4个片区，
每名班子成员联系1个片区，逐村与
现任“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重
点对象、有意参选对象“五个必谈”，
逐一建立村“两委”总体情况、党支部
班子情况、村委会班子情况、村级配
套组织、换届风险评估等“一村五表”
选情档案。

在清除选举障碍隐患方面，双

岛街道加大从严治党力度，针对有
村民举报村干部存在违规问题的
村，街道纪工委进行调查取证，形成
卷宗，对两名有问题的村干部进行
了党内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建立受处分村干部台账，在党工委
班子会议上进行研究讨论，核实哪
些人员“不得”担任村党组织成员和

“不宜”提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完
成村级审计督查整改，共发现村级
审计问题 46 个，发现问题金额 200
余万元，形成 10 份审计公报，严格
进行公示，接受村民监督，形成风清
气正的换届环境。

目前，初村镇和双岛街道辖区
内村情稳定，总体呈现“目标任务
坚持高要求、宣传发动力求最广
泛、准备工作做到深细实、组织实
施措施实且新、选举程序严格依法
规”的特点。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初村镇双岛街道打好村“两委”换届选举预备战
◎本报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孙德君 黄娜

黄家沟小学始建于 1930年，80
多年来，学校将“为每个孩子美好人
生奠基”当作事业追求，逐步形成“尚
美立德”的育人理念，用美来陶冶人、
塑造人，构建多角度、全方位、常态化
的尚美教育体系。

培育尚美文化，
完善魅力人格

学校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核
心，通过“美”这一纽带，联系教育各
个要素，无论是办学目标，还是育人
理念，亦或校训，无不围绕着一个

“美”字进行，为教育活动赋予“自然、
和谐、人文、本真、至善”等深层次的
内涵，引导学生崇尚美、追求美、展示
美、创造美。

“一个人最起码的素养就是要具备
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做人要严谨，
做事要认真。而这种良好素质的养成必
须从小抓起。”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该校将“五个一分钟”即：
一分钟收拾卫生，一分钟整理座椅，
一分钟整理作业，一分钟整理文具，
一分钟计划明天的活动作为常规教
育的主要内容，坚持落实。同时，该校
还制定了《学生养成教育培养细则》，
将习惯养成划分为学习习惯、生活习
惯、劳动习惯、交往习惯四个方面，年
级不同要求不同。各班以细则为蓝
本，从小事出发，从细节着手，培养学
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认
真做的好学风、好作风。

此外，学校还开展了颁发“尚美奖
牌”的活动，确立了尚美立德评价机
制。根据学生日常表现，由学校领导、
值周老师、任课老师即时为学生颁发

不同层面的“红、蓝、绿”尚美标志牌。
学校在德育处设置了“尚美超

市”奖品展柜，里面摆满了丰富多彩
的学习、健身用品。当学生荣获三种
不同颜色的标志牌时，即可到“尚美
超市”兑换相应等级的礼品，评价结
果也将计入每个班级的学期考核中，
提高了孩子们“尚美”的积极性。

创新课堂尚美，
提高审美素养

音乐课时，首先播放音乐让孩子
们安静聆听，让他们体味音乐所要表
达的美。其次，引导学生感悟演唱之

美，孩子们在感知音乐之美的同时，
学习了演唱的基本要领。书法课上，
从甲骨文开始，讲解文字的形成，课
堂因汉字象形的讲解而富有了情趣。

美术教师着力于创造美、景、声、
画同步浑然一体的美术教学，不仅渲
染了课堂气氛，使学生处于一种美妙
的学习氛围中，还提高了学生的想象
力与创造力。

“课堂不仅是孩子们学习的基
地，更是美好心灵的滋生地。学校通
过提升教师素质、创新授课方式、丰
富课程资源等方式，提高课堂尚美实
效，最终实现尚美立德的育人目的。”
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学校还以尚美教育为特
色，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景观文化、走
廊文化、室内文化。以“梅兰竹菊”之
典雅主题打造景观文化，电子屏、背
景墙等设有《弟子规》《论语》《三字
经》等国学内容；各楼层以寓意深刻
的成语、典故彰显楼层主题文化特
色；各个班级都围绕着尚美教育内涵
建立了富有个性的文化栏目；各功能
室、办公室都设有具有励志文化特点
的画作，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尚美教育对孩子良好品德的形
成大有裨益，一个人格健全、崇尚美
的孩子，必将是快乐的、有竞争力的
孩子。”黄家沟小学校长王玉珠说。

尚美教育叶绿花红
——黄家沟小学特色学校建设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苟乃轩

2017年度全区拟发展党员名单公示公告
为广泛接受监督，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现将2017年度全区拟

发展党员名单进行公示。如有不同意见，请于 12月 22日前，以电话、

信函等方式向高区工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

函应告知真实姓名，以便了解核实。

联系电话：5629790。
通讯地址：威海市文化西路288号高新大厦406室。

邮政编码：264209。
高区工委组织部

2017年12月15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胡强 男 1970.04 初村镇靠山村村委会主任

毕蓬燕 女 1987.09 初村镇北店子村村民

孙忠伟 男 1975.11 初村镇西石岭村村民

曲本博 男 1963.01 初村镇东车门夼村村委委员

孙淑芳 女 1956.10 初村镇院下村村委委员

李喜明 男 1966.07 初村镇北店子村村民

张洪国 男 1975.09 初村镇东南村村民

杨佳壮 男 1986.11 初村镇政府财政所科员

戚双进 女 1973.07 怡园街道奥林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峻浩 男 1989.06 怡园街道恒泰街社区居委会委员

张倩 女 1988.07 怡园街道桃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伯俊霞 女 1982.01 怡园街道桃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于莉 女 1993.05 怡园街道卧龙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董滨 女 1988.12 怡园街道怡海园社区居委会委员

丛龙至 女 1991.11 怡园街道怡海园社区居委会委员

战源胜 男 1968.09 东发实业有限公司职员

张振华 女 1979.04 东发老年公寓生活科长

杜丽朝 男 1983.04 东惠铝塑门窗有限公司经理

席守毅 男 1978.10 东发老年公寓营销部长

苗雨桐 女 1990.11 怡园街道西涝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苗永明 男 1974.04 怡园街道西涝台物业工作人员

苗竹松 男 1976.02 怡园街道西涝台物业工作人员

连川满 女 1991.09 怡园街道滨州街社区居委会委员

于水心 男 1973.11 威海首创实利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晋福 男 1958.10 怡园街道西钦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夏翠英 女 1959.05 怡园街道西钦村社区居委会居民小区长

徐璐璐 女 1990.09 怡园街道寨北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谷展鹏 男 1981.03 威海中复西港船艇有限公司技术副经理

苗红乐 女 1989.06 威海中复西港船艇有限公司市场管理部职员

李志平 男 1986.12 西港刺参研究所副队长

宋丽文 女 1973.07 西港小石岛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吴佳宁 女 1983.06 华田集团公司出纳

张蓉 女 1988.12 华田集团建筑安装公司会计

毕建岗 男 1969.12 华田钢结构工程处处长

李佳澴 女 1985.02 田和街道李家夼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刘凯 男 1982.02 田和街道大岚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刘丽娟 女 1976.05 田和街道大岚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吕伟 男 1985.10 双岛街道筹建处副主任

王淑华 女 1954.09 双岛街道筹建处北郊村村委委员、妇女主任

王虎松 男 1976.02 威海海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姜新胜 男 1976.02 威海海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职工

姜富井 男 1992.03 高区工委办公室机要局科员

王金宝 男 1985.12 高区市政局综合科科员

彭彦博 男 1986.06 高区法院办公室工作人员

鞠波 男 1972.04 高区火炬物业服务中心经理

梅涛 男 1979.02 高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职员

丛霖 男 1981.12 高新园区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负责人

田玮 女 1986.03 高区钦村小学教师

邱波 男 1988.04 威海恒山实验学校教师

张英丽 女 1975.05 高区实验小学教师

殷慧朋 男 1988.05 高区优仕学校教师

宫月菡 女 1990.04 高区第二实验小学教师

何珊 女 1989.05 威海市公安局高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于冰 男 1992.06 威海市公安局高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

鲍岩 男 1993.04 威海市公安局高区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

宋建东 男 1991.10 威海市公安局高区分局初村派出所民警

曹海燕 女 1981.01 威海市恒宇工业集团公司职员

李鹏 男 1974.04 威海市设备安装公司职员

杨忠燕 男 1981.03 威海市设备安装公司职员

王文峰 男 1976.08 威海市设备安装公司职员

李健 男 1978.10 威海市锅炉制造厂职工

曹谊 女 1983.07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质量主管

李丰滨 男 1984.01 威海吉威重症医疗制品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

徐建辉 女 1980.10 高区邮政分公司支局局长

刘荣亮 男 1984.02 易霸科技（威海）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崔俊超 男 1985.08 易霸科技（威海）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张磊 男 1984.08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原正荣 男 1990.07 山东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员

李丹 女 1977.04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王艳艳 女 1975.12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后勤服务总公司综合部经理

马芊芊 女 1989.04 山东威高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主管

姜萍 女 1988.12 威高食品餐饮管理总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张红卫 男 1969.01 威海卫大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孙晨光 男 1985.06 山东威高新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徐希朋 男 1983.04 山东威瑞外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于红春 女 1978.04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特种导管分公司经理

王春艳 女 1989.04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灭菌分公司质量员

宋修虎 男 1986.02 威海威高集团模具有限公司设计员

唐雷 男 1979.11 威海洁瑞医用制品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部副经理

马才 男 1970.03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医用制品集团本部副总工程师

王琳 女 1983.09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输血技术装备公司质量主管

周盛武 男 1980.05 威高海盛医用设备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

邢玉珊 女 1980.02 威高药品包装公司技术研发部经理

赵阳 男 1988.02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销售主管

张志鹏 男 1980.06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大区经理

梁旭辉 男 1980.07 威高医用制品公司大区经理

张勇 男 1980.09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王一臻 男 1982.10 威海威高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设备保障部经理

苗宏东 男 1982.09 威高日机装（威海）透析机器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

徐艳华 女 1980.10 山东威高医疗控股有限公司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长

王晓伟 男 1977.08 山东威高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徐栋 男 1983.03 威海威高齐全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副总

林治东 男 1981.11 威海威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路建峰 男 1979.12 威海威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西南区销售经理

张微 女 1982.04 威海安辰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莹莹 女 1985.07 威海威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于占文 男 1967.07 威海威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陈曦 女 1988.04 山东威高宝龄制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栾贻同 男 1986.01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医用设备工程

分公司副经理

郭瑞强 男 1987.09 惠普打印机公司主管

王培华 男 1979.03 惠普打印机公司担当科长

赵娟娟 女 1977.02 惠普打印机公司主任

韩正伟 男 1982.02 惠普打印机公司主管

邹晓航 男 1989.02 惠普打印机公司职员

丛爱君 女 1974.11 威海恒科精工有限公司主任

刘永广 男 1983.05 威海恒科精工有限公司科长

张海峰 男 1984.08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公司

美洲部经理

于晓佳 男 1983.11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公司

亚洲部经理

姜超 男 1989.12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上州屋店长

张国金 男 1978.03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普轮吸塑

车间主任

李连甲 男 1984.04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普轮印标车间主任

林晓娟 女 1986.06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利优比钓具统计

丛培林 男 1981.05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利优比国际贸易班长

吕华涛 男 1982.10 威海光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渔竿厂二车间班长

曲晓东 男 1986.09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拉挤车间主任

侯焕斌 男 1983.07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部长

张蓉 女 1986.06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二十七部部长

王云 男 1988.09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培训中心教官

李颜君 男 1985.03 威海市联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仓储科长

于肖肖 女 1990.11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会计

倪晶晶 女 1986.03 威海市联桥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科长

梁文静 女 1987.10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日语老师

王娜娜 女 1988.04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赵雷霞 女 1987.05 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纺织十一部职员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孙德君）近日，初村
镇联合区建设局、财政局、民
政科、扶贫办等相关部门，对
初村镇四类人员 195户的住
房情况进行了核实排查。

经核查，初村镇共有 32
户农村危房需要进行改造，

其中C 级（部分承重结构不
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
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11
户，已被列入 2018年危房改
造计划之内，房屋轻微漏雨
21户。危房改造计划已上报
管委，待审批后将按照上级
要求实施危房改造。

初村镇抓实抓细危房
改造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
员 王歌）日前，记者从怡园街道
办事处了解到，社区网格员已成
为社区和居民沟通的桥梁和通
达民意的窗口，近日，槐云社区
开展了网格员联席会议，旨在进
一步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

会上，社区负责人为网
格员详细介绍了社区网格工
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槐云社
区具体情况及13个社区网格
的情况。一番讲解后，与会人
员就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进
行了交流和探讨。

槐云社区网格长接受培训

2017年度全区拟发展党员名单
（共124名）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左丽萍）12月 12日，
我区新开设的两处社区预防
接种门诊怡园街道中盛园社
区和田和街道寨西社区预防
接种门诊正式对外开放，开
放首日即迎来不少居民前来
接种。

据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卫
生科科长鞠田华介绍，以前
区内仅有两个预防接种门
诊，分别设在怡园社区卫生
中心和田和社区卫生中心，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
两处预防接种点的年管理儿
童均超过 1000人，接种压力
较大，同时过大的人流也给
居民造成不便。为满足居民

预防接种的需求，我区投资
166.3万元，增设中盛园社区
预防接种点和寨西社区预防
接种点，为居民提供更为完
善的服务。

新增的预防接种门诊设
有候种室（或区）、预检登记
室、接种室、留观室、冷链室
和资料档案室等。按照接种
门诊设置的服务半径和服务
人口标准要求，新打造的两
处数字化接种门诊，通过合
理布局，有效地实现了区内
接种压力的分流，在方便群
众、提高免疫接种率的同时，
进一步规范了全区预防接种
的程序，完善了政府的公共
卫生功能。

我区新设2处预防接种门诊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
讯员 姜常荣）12月5日，田和
街道联合多部门对华田市场
周边环境展开了集中清理整
治，经过4天的协同运作，市场
周边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华田市场作为田和辖区
内一处人流量大、商贩密集
的市场，是街道的重点整治

区域。集中治理过程中，执法
中队加大巡视力度，田东居
委会负责做好居民思想工
作，物业公司进行商贩经营
秩序管理，处聘保洁队负责
乱堆乱放清运。街道每日出
动 16人、1辆车，共清除道路
两侧、居民房屋前的乱堆乱
放10余车。

田和街道整治华田市场
周边环境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黄娜）12月6日，双岛
街道启动“幸福喜羊羊·关爱
残疾贫困户”活动，为辖区 5
户残疾人贫困户送去了山羊
和化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双岛街道目前有 13户贫
困户，其中5户是因精神或肢
体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疾而导致

贫困，之前，街道帮扶这些残疾
人贫困户都是为他们送去扶贫
资金，但往往扶贫资金花完了，
他们仍然没有脱贫。今年，街道
创新扶贫举措，变“输血”为“造
血”，通过与贫困户沟通商议，
为4家残疾人贫苦户每户送去
了2头羊，剩下一家送去了价
值2000元的化肥。

双岛街道启动
关爱残疾贫困户活动

黄家沟小学组织开展故事分享会。 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