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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栖霞市人社局了解到，开
展城乡公益岗扩容提质行动以来，栖霞市政
府相关部门及各镇街按照实施方案，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加速推进，仅2个多月时间
就超量完成全年扩容提质行动任务目标，
位居烟台各区市前列，现已有2776名就业
困难人员在此次行动中受益，其中2656人
在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上岗，120人在城
镇公益性岗位安置上岗。

为积极消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长
期失业人员，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收
入，栖霞市根据省市城乡公益岗位扩容提

质行动要求，2022年创设城乡公益性岗位
2706个，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2500个，城
镇公益性岗位206个，实际开发岗位2776
个，超额完成，实打实地扩容提质。安置重
点是就业困难群体，其中，乡村公益性岗位
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含防止返贫
监测帮扶对象）、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残
疾人、农村大龄人员（45-65周岁）等群体；
城镇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
人员、城镇大龄失业人员（女性45周岁以
上、男性55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登
记失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及其他市场化

渠道难以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优
先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城镇大龄失
业人员。岗位设置侧重于服务乡村振兴、
卫生防疫、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管理服
务、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维护等领域。
城乡公益性岗位统一实行政府补贴，按照
不低于我市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或月最低工
资标准，依据岗位类型、劳动时间等因素确
定，按月发放。

为使城乡就业困难人员早日受益，栖
霞市政府两次召开专题推进会议进行强调
部署。市人社、民政、残联、乡村振兴、市场

监管等部门配合联动，综合运用失业登记、
社保数据、工商登记等平台信息比对和实地
走访等手段，精准识别、精确认定安置对
象。市人社局组织14个镇街相关人员进行
了专题业务培训，对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安
置操作流程进行详细讲解和部署。在亭口
镇和松山街道进行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
派出2个工作组主动下沉14个镇街，及时
汇总工作难题、多次研究会审，在政策框架
内拿出处理意见，确保工作质量。强有力的
工作措施确保了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行动的快速推进。(赵巍巍 孙鹏 邴延宁)

栖霞市城乡公益岗扩容提质行动跑出加速度

2776名城乡就业困难人员上岗

为进一步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会精神，近日，翠屏街道向阳社区联合栖
霞市红十字会及辖内帮把手志愿者服务团
队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幸福家
园大家谈——向阳社区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主题活动。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采取现场讲解、示
范、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浅出地为志愿
者们讲解了心肺复苏、创伤包扎、成人与婴
幼儿气道异物梗阻紧急处理等应急救护技
能知识。讲师利用人体模型进行标准动作
演示，要求学员进行分组练习，并进行一对
一的指导。现场气氛活跃，大家踊跃参与实
操演练，志愿者在培训人员的指导下，通过
对“模拟人生”实施心肺复苏抢救操作，让志
愿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到急救的知识点，保证
所有志愿者掌握要领、实操动作到位。随
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与会人员发放应急
救护员知识手册50余份，并对考试合格人

员颁发救生证书。
此次培训更好地传播了红十字会人道、

博爱、奉献的精神，也提高了志愿者们在面

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时的自救互救能力，
提高了大家对生命的敬畏感和主动施以援
手的社会责任感。大家纷纷表示，回去后要

向家人、朋友普及应急救护的知识，将这些
知识和技术运用到实际工作生活中，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赵巍巍 燕亚丽)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栖霞市向阳社区举行救护知识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三轮汽车、
三轮摩托车、三轮电动车、拖
拉机等禁止载客的机动车辆
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有效预
防和减少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事故的发生，广泛扩大农村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覆盖面，近
日，庙后镇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辖区各村积极开展三轮车“禁
止载人”警示教育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街串
巷、上门入户，大小集市，通过
发放交通安全明白纸和讲解
烟台市“农交安”平台小程序

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交通安
全宣传。此次活动共发放明
白纸1000余份，同时通过“农
交安”平台的监控系统，调取
三轮车违法载人的影像资料，
并联合派出所找到违法驾驶
员本人，对他进行面对面的安
全警示教育，并签订《三轮车
车主承诺保证书》。

下一步，庙后镇将每天不
定时进入“农交安”平台查看
违法情况，联合交警对违法情
况做好人员排查，确保辖区交
通安全。 (赵巍巍 鲁佳乐)

栖霞市庙后镇：

宣传“严禁三轮车载人”

5月23日，西城镇应急办
持续加大对加油站安全生产
日常检查工作，进一步加强对
加油站的安全监管，严格规范
加油站经营行为。

检查人员每到一处加油
站，重点检查各加油站24小
时值班带班、应急演练、培训
学习、“工作日志”填写等情
况。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坚持

边查边改、立查立改，不能立
即整改的要求限期整改，进一
步夯实了辖区各加油站的主
体责任。同时，检查组给加油
站相关责任人都发放了《特种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明白纸》，
进一步加强特种作业人员教育
培训，推进特种作业人员持证
上岗，从源头上防范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赵巍巍 李天星)

栖霞市西城镇：

严格规范加油站经营

为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生
活质量，传递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的关心关爱，5 月 13
日，栖霞市民政局、慈善总会
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栖霞
市支行、海信（山东）厨卫有限
公司、栖霞市平松通讯器材有
限公司一行，到观里镇开展助
力乡村振兴“优居工程”爱心
物资捐赠活动，共捐赠厨具、
炒锅、乳胶枕头、购物车、工具
箱等爱心物资380件，折合价
值4.6万元。

“优居工程”项目是针对
部分脱贫享受政策户、部分低
保家庭等特殊困难群体家具

家电、被褥等生活用品陈旧、
不完善，家庭环境较差等问题
开展的一项爱心活动，旨在帮
助困难群体改善家居环境，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以

“贴心”服务温暖“民心”。项
目开展以来，得到了广大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下一步，观里镇将继续联
合栖霞市民政局等部门，持续
开展“优居工程”项目，广泛动
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爱
心人士等力量积极参与，进一
步提高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
量，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赵巍巍 李娜 路文浩）

栖霞市观里镇：

爱心捐赠温暖困难群体

为切实增强加油站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筑牢辖区易燃
易爆场所消防安全防线，确保
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5月23日，唐家泊镇政府深入
辖区加油站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加强易燃易爆企业消防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

检查中，唐家泊镇检查人
员重点检查了加油站是否按
照国家有关规范要求配置灭
火器及配套消防设施、消防设
施是否保证完好有效、是否建
立健全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是否落实了防火防爆管理
的有关要求、是否严格落实值
班及防火巡查检查制度等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检查人员要求加油站负责人
立即整改，同时要求各单位负
责人要牢固树立忧患意识，时
刻紧绷安全之弦，定期组织员
工进行消防演练，全面提高工
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初
期火灾的扑救能力，确保消防
安全。

(赵巍巍 牟聪)

栖霞市唐家泊镇：

开展加油站消防安检

为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违
法行为，保障猪肉肉品质量，
提升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确
保居民吃上“安全放心肉”，栖
霞市亭口镇政府联合市场监
管所、综合执法中队、派出所、
畜牧站等多个部门对亭口大
集生鲜猪肉开展专项检查。

检查中，工作人员现场查
验猪肉性状、色泽，对经营者
索取、留存“两证一报告”情况
进行重点关注，对经营者进货
票据逐一核查，确保每批生猪
肉都能做到来源可溯。执法

人员还提醒经营者严禁存在
私屠滥宰的行为，为防止境外
疫情输入，严禁购进走私冷链
肉及肉制品。一旦发现违法
违规行为，将依法从重查处。
本次检查共检查猪肉经营者6
家，暂未发现违法行为。

下一步，亭口镇将持续加
大监督检查和执法打击力度，
保持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
为的高压态势，严惩肉品质量
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保障辖区
内猪肉质量安全。

(赵巍巍 高朋)

栖霞市亭口镇：

检查农村大集猪肉安全

为进一步保障燃气领域
特种设备安全，近日，栖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燃气领域特种设备
安全整治活动。

活动中，市场监管局组织
11家在营气瓶充装单位召开
栖霞市燃气充装单位整治工
作推进会议，要求各单位切实
提高认识，严守底线，严禁充
装不合格气瓶，充分利用信息
化手段，提高监管效能。同时

对燃气领域特种设备违法行
为，坚决采取“零容忍”态度。
对整改不力或屡教不改的企
业，严格依法查处，以强有力
的手段有效震慑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

下一步，栖霞市场监管局
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会同相
关单位，共同推进全市燃气领
域特种设备平稳、健康、可持
续发展。 (赵巍巍 于超)

栖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严禁充装不合格气瓶

“大家伙儿都注意了啊，疫情防控绝对
不能松劲，大家伙儿‘高低’得瞪起眼，没有
什么事儿，千万别到处串门儿，也别凑一堆
儿，出门一定要把口罩给戴上……”在栖霞
市翠屏街道大流口村核酸检测采样点，村里
的“移动大喇叭”潘光杰，正以“方言+大白
话”的形式开展疫情防控“土味儿”宣讲。

别样的宣讲形式，让党的理论宣讲“飞
入寻常百姓家”。栖霞市围绕“中国梦”百姓
宣讲、巩固党史学习教育长效化宣讲、疫情
防控宣讲等创新打造栖霞“苹果树下”理论
宣讲品牌，拉队伍、创品牌、深融合、多方式，
有效发挥基层理论宣讲阵地作用，让理论宣
讲在基层生根开花。目前，栖霞市已组织开
展各类宣讲活动1300多场次，受众30000
多人次，真正让广大群众坐得下、听得进、弄
得懂、记得牢。

整合资源，宣讲队伍“壮”起来

做好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关键在人、
在队伍，只有队伍建起来，理论宣讲工作才
能强起来。栖霞市以“讲政治、懂理论、会宣
讲”为标准，拓展选人用人视野，从市直部门
单位、各镇街、农村社区、企业、中小学校、退
休老干部、老党员中遴选出86名政治素质
好、理论水平高、熟悉辖区民情、宣讲经验丰

富的优秀宣讲员，组建成立栖霞市“理论宣
讲员专家库”，注重吸纳不同年龄段的优秀
宣讲员投身到理论宣讲工作，着力打造年龄
梯次全面、专业优势互补、理论知识全面的
宣讲专家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全市14个镇街重点培养一批基层
党员干部、农村党支部书记、果业技术专家、

“草根名嘴”群众，组建镇街自己的宣讲队
伍，结合“中国梦”百姓宣讲活动、新时代文
明实践宣讲活动等，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
群众能动性，讲百姓身边的故事，讲城市、农
村、社区发展的故事，让党员干部群众成为
推进理论大众化的行家里手和理论宣讲的
主体，真正实现“年年有主题、月月有活动、
天天有声音”。

创树品牌，宣讲特色“亮”起来

品牌是一面旗帜。栖霞市融合“中国苹
果之都”“世界苹果之城”等荣誉称号，立足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把牢宣讲导向，创新打造栖霞“苹
果树下”理论宣讲品牌，定位于烟台市“言轩
细雨”子品牌，致力于讲好栖霞故事，创树栖
霞城市形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全市
各镇街、各部门单位在开展宣讲活动期间，
统一使用“苹果树下”理论宣讲品牌，让全市
各条战线上的理论宣讲员，锚定方向，守正
创新，开拓进取，担当作为，积极围绕建设山
清水秀的幸福新栖霞，既深入宣讲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又生动宣讲全市党员干部
群众团结一心建设幸福新栖霞的火热实践，
全方位宣传推介栖霞城市建设发展新形象，
全面展现党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新风貌。

深化融合，宣讲内容“多”起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中
国梦·新时代·新征程”百姓宣讲、“幸福新栖

霞”主题宣讲、“果业技术”宣讲、“老党员的
红色记忆”宣讲、“先进模范典型”宣讲……
栖霞市紧密结合阶段性重大主题，理论宣讲
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结合栖霞市委“1+
235”总体部署、“10+6”工作体系、“建设山
清水秀的幸福新栖霞”等工作任务目标，丰
富宣讲内容，培育品牌亮点，全面推动主题
宣讲压茬推进，常态化宣讲高潮迭起的奋进
态势。栖霞市 853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每个月至少开展2次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价值观教
育、政策宣讲活动。其中，围绕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全市1处省级理论宣讲
示范基地，5处烟台市级理论宣讲示范基地
先后组织开展各类宣讲活动80余场，受众
达20000多人次。

因地制宜，宣讲形式“活”起来

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到田间
地头；从校园课堂，到社区（村居）活动室；从
城市街头巷尾，到农村文化大院……栖霞市
根据分地域、分行业、广受众特点，采取理论
宣讲、曲艺宣讲、视频宣讲、现场互动宣讲等
多种让广大群众易接受、接地气的宣讲方
式，广泛开展形式各样、内容丰富的宣讲活
动。栖霞市充分发挥市级融媒体中心作用，
构建报、刊、台、网、微、端、屏等理论传播矩
阵，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大宣讲”
格局，实现理论宣讲的立体化呈现、精准化
传播。先后围绕疫情防控、护林防火、文明
实践等制作推出“苹果树下·宣讲进行时”、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防疫“小课堂”、家乡话
录制“疫情防控大喇叭”、“主持人说防疫”、

“疫情防控小贴士”、“红领巾宣讲”等各类网
民喜闻乐见的宣讲短视频、公众号、网文、音
频、动漫、H5 等系列宣讲产品 260 多篇
（幅），播放量累计超过270万，点赞转发量
累计超过18万人次。

(赵巍巍 栾海超 范晓彤)

栖霞市组织开展各类宣讲活动1300多场次

“苹果树下”传播党的好声音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现场应急救护知识培训现场。。

侨联党组成员到侨企宣讲中国梦侨联党组成员到侨企宣讲中国梦、、新时代新时代、、新征程新征程。。

栖霞“苹果树下”理论宣讲品牌。

亭口镇乡村公益岗人员发放活动通告亭口镇乡村公益岗人员发放活动通告。。 乡村公益岗人员办理保险业务乡村公益岗人员办理保险业务。。 公益岗人员进行卫生保洁公益岗人员进行卫生保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