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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的持续强降雪，给市民
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确保城区交
通顺畅及市民出行安全，区市政局
和环卫处等部门顶风冒雪，昼夜奋
战，不怕疲劳“连轴转”，确保我区道
路畅通无阻，为市民出行创造了良
好环境。

以雪为令
第一时间保畅通

冬季清雪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
要内容，不仅代表一座城市的文明
形象，更是保障百姓安全畅通出行
不可忽视的大事。

进入 1月份，威海大雪接踵而
至。面对一轮轮强降雪，区市政局
各清雪责任单位迅速行动，克服
风力大、降雪急、作业人员连续作
战疲惫等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夜
间车流量小的有利时机，集结作
业人员和各类专用机械，采取随
下、随清、随运的工作模式，积极
开展大规模除雪破冰巡回式作
业，并按照“先通后净”的原则进
行及时清理，将降雪对交通的影
响降至最低，确保城区道路雪净
路通。

区环卫处启动清雪应急预案，
大、小推雪铲雪车辆全部出动，撒
布机上路撒盐，清扫工清晨 5点全
员上岗奔赴各自路段。区环卫处按
照先清理主干道、后清理次干道，
先清理车行道、后清理人行道的顺
序，采取人工与机械配合作业方
式，对文化路、世昌大道等道路集
中清除积雪，确保市民安全出行，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保障了城市
的“安全指数”，提升了市民的“幸
福指数”。

在清雪防滑过程中，使用融雪
剂，省事、省时、省力却不够环保，
污染了城市环境，但不使用融雪
剂，清理难度与付出艰辛却要增加
数倍。区市政人除了在重点路段、

重点区域，重要节点严控使用融雪
剂外，最大限度不使用，最大程度
推行“绿色清雪”，人歇车不歇，倒
班连续作业，保质保量完成清雪防
滑任务。

暖心居民 为环卫工送热粥
1月24日清晨，不少市民还未从

睡梦中醒来，而窗外早已是银装素裹
的世界。此时，我区的环卫工人已起
床来到大街小巷清理路面积雪。

为方便市民出行，环卫工人顶
着寒风，冒着大雪出门干活，有人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24日上午，一张
特殊的外卖订单“空降”我区，家住
我区的一位年轻姑娘，为环卫工人
送上了30余份热气腾腾的爱心粥。

24日上午 9时许，古山五巷公

交站点附近，区园林处三大队的工
人们已经在此工作了两个小时。此
时，一辆外卖摩托车在附近停了下
来，一位外卖小哥利索地下车，从后
座箱子中拿出热粥，给现场工人逐
一分发。

这一幕，令在场的不少工人觉
得诧异。“小伙儿你是不是送错地方
了，我们这里没有人订粥喝。”工作
人员徐维友接过一碗小米粥，不禁
好奇地询问道。

“没有送错，大叔，这是一个小
姑娘专门给你们买的，人家还在订
单上写明了，让我把这些粥送给在
马路上扫雪的环卫工们，还让我一
定要把粥趁热带给你们。”外卖小哥
高长发掏出外卖订单小票，边说边
指给徐维友看。

不大一会的工夫，七八位环卫

工人都喝上了热乎乎的粥。“这一碗
粥下肚后别提多暖心，拿到粥的时
候，那会儿正是大家最饿的时候，不
少人当时都还没吃早饭，这粥还是
热气腾腾的。”徐维友告诉记者，前
阵子，他们在附近扫雪，还有一位市
民为他们送上了热牛奶，非常感谢
这些关心环卫工的好心市民。

几经周折，记者了解到，点这
份外卖的女士姓苗，今年 26岁，就
在春山华居小区居住。

“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看到大
叔大姨们顶着寒风扫雪，我就在外
卖软件上下了两个订单，拍了一些
小米粥、荷叶粥之类的热粥，让外卖
小哥赶紧送过去。”年轻姑娘表示，
最近接连降雪，环卫工人很辛苦，是
环卫工们在大雪天的坚守付出，才
保证了市民的平安出行。

威海恒山实验学校是我区投入
1.5亿元，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设计、
高质量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学校自
2014年建校以来，以“办一所充满生
命生长力量的现代学校”为目标，着
力在全国率先建设“图书馆式阅读学
校”，给学生充足的阅读时间，把阅读
的自由还给学生，让学生充分地读
书，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
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一流图书馆
营造浓厚阅读氛围

阅读是形成学生核心素养的捷
径。为追求一种无处不在的阅读状
态，2015年恒山学校率先在全市提
出打造“图书馆式阅读学校”的办学
特色，加大开放主题阅读区域的软
硬件投入，建设书香长廊，形成精神
合力，营造阅读氛围。

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大图书馆，
藏书十万余册。图书采购，充分征求
教师需求，调研学生喜好；种类丰
富，根据学生学习、教师专业成长、
课程改革、教育科研等需求，科学配
置，让真正的好书、新书及时到达学
生和教师手中。

校园内设有 8 栋主题阅读楼
宇，“克莱特毛尖草”阅读厅、儿童文
学厅、人物传记厅、国学厅等 10个
开放主题阅读厅；在学生教室里设
有居里夫人、毕淑敏、高尔基书房等
60个主题书房。

该校负责人介绍，布置这样的

校园环境，并非要去强迫学生看
书，而是要让孩子们处处感受到书
的存在，让阅读就和空气一样，重
要且自然，努力让读书成为校园的
一种常态，让阅读成为恒实学子的
生命姿态。

在硬件设施与阅读平台搭建逐
步完善的情况下，学校 2016 年在

“打造图书馆式阅读学校”的基础
上，又提出了“图书馆式智慧阅读学
校”深度建设的目标，升级图书馆式
阅读学校的内涵建设。

学校从语文学科的阅读入手，
成功申报山东省课题《基于学生立
场的九年一贯语文核心素养的实践
研究》，依托课题研究，开展特色阅
读课程、丰富阅读活动，推进阶梯式
阅读能力培养；进行阅读课程的整

合与实施，着力构建“晨诵诗-午习
字-晚自省”的阅读通道，探索开发
出完整的“日课程-月课程-年课
程”九年一贯制，三级“生长阅读”整
合课程体系。目前已经顺利结题，在
安徽省、山东济宁等地交流推广，并
于 2016年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
研讨会上做经验交流。

坚守阅读品质
搭建优质阅读平台

学校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
关心帮助下，积极搭建高层次平台，
开拓教育资源。威高集团每年投入
100万元，设立威高教育奖励基金
会，用于恒山实验学校特色办学、师
资培训、生长课程建设、生长阅读推

广等活动的开展；威海克莱特风机
有限公司在学校成立读书基金，建
立“克莱特尖毛草绘本馆”；新华书
店入驻校园，成为全市第一所校内
拥有新华书店的学校，书店全天候
开放，辖区居民可随时来校阅读与
购书，购书享受九折优惠，学生和家
长可以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来校阅
读，享受超越城里孩子的阅读天地；
建立“明天出版社青少年阅读基
地”；国内优秀儿童文学作家郁君
雨、童喜喜等走进校园，“新孩子乡
村阅读公益行”项目落户该校，学校
获赠十万元优质图书，大大推动了
学校书香校园活动的开展；与威海
市图书馆借阅平台同步对接，借助
市民卡进行智慧管理，市图书馆与
学校的图书文献无障碍流转，共同
打造图书馆式阅读学校，满足读者
需求，推进青少年的课外阅读，推进
乡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

学校精心组织师生开展“生长大
阅读”活动，每周固定一小时静心阅
读，在教师中开展最文艺、最生活、最
经典、最元气、最哲学等主题“悦读荟”
分享。学生共读共写、图书漂流、制作
好书推荐卡、作家阅读讲座、世界读
书日专题阅读活动，让“我的好书”“我
的读书经验”在师生中流动起来。开
展多样态阅读课程和阅读推广活动，
坚守阅读的品质，努力建设“带得走
的图书馆”，营造儿童的精神家园，把
最美好的童书给最美丽的童年……

在满溢书香的路上，学校且歌
且行。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孙元文）日前，记者从区商务局获
悉，2017年，在全区外经贸企业的共
同努力下，我区外贸进出口保持了
良性向好的发展态势。全年货物贸
易进出口完成 237亿元，同比增长
8.6%，出口完成 169亿元，增长 3%；
进口完成68亿元，增长26%。

2017年我区在外贸方面成绩喜
人。外资企业增长较快，拉动作用明
显。外资企业进出口完成 125亿元，

同比增长 29%，拉动全区进出口增
长 13个百分点。惠普产业链完成进
出口 88.4亿元，同比增长 24%，拉动
全区进出口增长7.8个百分点。

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较快，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出
口96亿元，同比增长25%，比同期提
升38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3
亿元，同比增长18%，比同期提升31.5
个百分点，占全市的比例达44%。

同时，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实现

同步增长，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化。对
欧盟、美国、日本等传统市场进出口
分别增长30%、19%和17%。56个“一
带一路”国家地区与我区开展贸易往
来，贸易额同比增长29%，其中，对柬
埔寨、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等国
进出口增速均超过50%以上。

骨干企业发展能力也显著增
强，主体作用进一步凸显。全区进出
口前 20 家企业完成进出口 172 亿
元，同比增长 26%，拉动全区增长

16.3个百分点。其中惠普电子完成
进出口85亿元，占全区总量的36%，
同比增长 42%，拉动全区进出口增
长11.5个百分点。

此外，进口方面也取得阶段性
突破，对全区外贸增长贡献大。全
区进口完成 68 亿元，增长 26%，拉
动全区进出口增长 6.3 个百分点，
惠普产业链整体完成进口 25.6 亿
元，增长 34%，拉动全区进口增长
11.9个百分点。

去年我区外贸实现良性增长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
员 丛静）近日，山东省质量强省
及品牌战略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公布了2017年度山东省
优质产品生产基地和龙头骨干
企业创建名单，全省共有10个基
地和20家企业入围，我区优质医
疗器械产品生产基地榜上有名，
威高集团被评为龙头骨干企业。

我区将创建优质产品生产
基地工作作为推进质量强市战

略和品牌战略的重要抓手，并
将此项工作列入创建“全国质
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计划，通
过开展创建山东省优质产品生
产基地工作，带动管委、部门、
基地、企业共同开展区域品牌
建设，推动基地内企业和周边
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提升产品
质量、优化服务水平，形成了区
域品牌效应，成为实施质量强
区战略的有力支撑。

我区获评山东省优质医疗
器械产品生产基地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
员 姜旭辉）日前，记者从相关部
门获悉，威高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家企业被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等4部门联合命名“山
东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创建活动，是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

企业发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下
一步，我区将以创建和谐劳动
关系为契机，全面落实矛盾纠
纷调处措施，有效地解决劳资
纠纷，深入建设和谐劳动关
系，打造和谐高区，在推进企
业“小环境”和谐的基础上，同
时为构建社会“大环境”和谐
作出应有贡献。

2家企业入选省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
讯员 孙元文）1月 15日，由山
东省商务厅组织的 2017年度
山东商务十大新闻评选活动结
果公布，“惠普入驻威海建设全
球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以总票
数第三的好成绩荣登山东商务
十大新闻。

2017年 11月 1日，世界最
大的信息科技公司之一、全球
打印机领军企业美国惠普公
司，在威海举行“惠普三星打印
机业务首日暨惠普入驻威海仪
式”，正式入驻我区。惠普公司
同时宣布，已完成对三星电子
有限公司打印机业务的收购，

交易金额为10.5亿美元。
近年来，我区将电子信息产

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千亿级特色
产业，高标准打造了8平方公里
的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
引进了工信部电子信息技术综
合研究中心等一批高端平台，相
继落户香港亿和精密等 5个总
投资12亿美元的OA配套项目，
全力将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千
亿级的特色产业集群。惠普公司
正式入驻后，将整合产品和业
务，扩大市场份额，加快打造惠
普OA全球产业基地，推动我区
加速成为全球打印机“产能第
一、技术水平第一”的新高地。

惠普入驻威海入选
2017年山东商务十大新闻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
讯员 徐泽华）春节即将到来，
为保障居民健康和饮食消费安
全，1月26日上午，区市场监管
局开展“食安护佳节”酒类专项
抽检行动，对辖区内大中型商
场、超市、酒类批发行、名酒专
卖店进行专项检查。

上午9时许，执法人员来到
幸福广场，对幸福广场附近的
几家酒类批发行进行抽检，执
法人员对店内的营业执照、食
品流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进行
了检查，并将酒类样品打包封

装，带回抽检。在本次抽检行动
中，发现少数批发店内营业执
照存在临近过期的现象，执法
人员依法要求店主及时更换。

据了解，本次抽检行动以
白酒、葡萄酒等节日用酒为重
点抽检对象，对不符合国家质
量标准、不符合标识规定、以次
充好、以假充真等行为进行严
厉查处，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根
除制售不合格酒类商品行为。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持续
一个月，届时区市场监管局将在
区政务网站公布抽检结果。

我区开展酒类专项抽检行动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
讯员 雷鸣）1月 18日，区法院
人民调解员通过诉前调解，一
次性化解了 8 起劳务合同纠
纷。从受案到领薪，8名外来务
工人员 3天内就收到拖欠已久
的部分工资1.4万元。

据悉，毕某为高区某饭店
经理，郑某等受雇于该饭店。后
饭店停止经营，拖欠郑某等 8
人工资4.2万元，毕某出具欠条
一张，并在欠条上署名签字。郑
某多次索要欠薪未果。1月 16
日，郑某等来到区法院起诉毕
某，要求其尽快返还欠款。

受案后，区法院启用诉前
调解程序，将该系列纠纷委托
给调解经验丰富的人民调解

员进行诉前调解。接收起诉书
当日，调解员就致电联系了双
方当事人。通过交谈，调解员
了解到该饭店是毕某和朋友
合伙经营的，毕某坚持称自己
虽然在欠条上签了名字，但也
只是合伙人之一，不应该独自
承担欠款。

为让讨薪工人尽快拿回血
汗钱，调解员采取“背对背”的
调解方式，分头做双方工作。在
调解员的耐心劝导下，毕某终
于松口答应还钱。双方于 1月
18日达成调解协议，毕某先支
付部分欠款共计1.4万元，现该
款项已汇入 8名工人的银行账
户；余下 2.8万元欠款将于 5月
1日前清偿。

8起劳务合同纠纷
被诉前调解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
讯员 王歌）日前，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我省首批
400家省级“四型就业社区”名
单。其中，我市有 29家社区入
选，怡园街道有 4家社区入选
省级“四型就业社区”，并分别
获得一次性奖补5万元。

按照省人社厅和市人社局
相关要求，怡园街道积极开展
省级“四型就业社区”创建活

动。在创建活动中，街道依据创
建标准，进行全面自查自评，在
原有基础上，完善候选社区的
软、硬件建设，查漏补缺，夯实
工作基础，拓宽服务领域。通过
社区自评申报、市区两级督导
和推荐、经省组织的市与市互
评，省厅审核、公示，最终确定
恒泰街社区、寨北社区、金海滩
社区、滨州街社区一次性获省
级“四型就业社区”认定。

4家社区获省首批
“四型就业社区”

风雪中,他们用爱温暖一座城
◎文/图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徐吉祥 徐泽华

打造“图书馆式阅读学校”
——恒山实验学校特色学校建设纪实 ◎文/图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苟乃轩

恒山实验学校校长姜荣跟同学们一起读书。

1月24日，市民苗女士为清雪一线工人订购的爱
心粥单据之一。

大雪来袭，区市政局和环卫处职工昼夜奋战，确
保道路畅通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