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鹏飞 摄影报道）为防止新
冠病毒借助冷链运输传播蔓延，连
日来，区市场监管局按照“分片管
理、溯源倒查、联动推进、帮扶指
导”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强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各环节日常监管，稳步
推进冷链食品常态化检查，科学防
范冷链食品安全风险，推动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走细，牢守疫情防控安全底线。

在区级层面，我区成立区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实现驻
在式办公，发挥协调调度作用，确
保各项工作及时传达落实。多次
召开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调度
会，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及街道
园区各自职责，有序开展主体摸
排、人员推送等工作，实现冷链食
品“人物同防”。印发《芝罘区涉
新冠肺炎阳性冷链食品疫情防控
应急处置工作预案》，明确应急处
置流程和相关单位职责分工，提
高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效能。
建立驻厂员、联络员、巡查员、督
导员“四员”制度，安排驻厂员在
一线进行直接监管，加强监管力
度，严格管控冷藏冷冻食品质量
安全，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落
细防控措施，织密“防护网”、筑牢

“防控墙”。
在街道层面，区市场监管局联

合街道办事处结合自身职责，从
机制、手段、方法上再动员、再发
力、再提升，进一步加强冷链食品
全链条监管，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推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

深入落实。为提高冷链食品相关
单位和从业人员防控意识，压实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毓璜顶市场
监管所联合街道办事处组织召开
了冷链食品疫情防控专题会议，
成立冷链食品联合工作组，专门
负责辖区内冷链食品相关工作。
目前，辖区冷链食品经营情况已
摸排完毕，共计摸排出相关企业
16家、从业人员 85人，均纳入监
管范围。会上，督促冷链食品相
关单位和从业人员切实树牢疫情
防控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
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各企业汇报

了各自现状，提出经营中遇到的
问题，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解答，消
除企业疑惑。通过此次会议，各
单位对冷链食品质量安全、疫情
防控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企业
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辖区内
冷链食品安全得到保障。

凤凰台市场监管所在前期摸
排的基础上，对冷链食品运输、销
售方式进行科学研判，将日常监
管重点锁定在经营冷链食品的农
贸市场及周边集市、大型商超和
餐饮服务单位销售的冷冻制品。
同时，聚焦重点人群，配合街道对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
员进行定期排查统计，力求排查
工作不留死角，织密风险隐患排
查网。依据冷链食品摸排台帐情
况，深入15家农贸市场及大型商
超和餐饮单位，指导经营者严格
落实索证索票制度，做好进销货
台账记录。建立监管部门、街道、
市场三级监管体系，确保相关从
业人员应知应会。针对摊贩流动
性大的特点，开展每周不定期巡
查和动态督查20余次，坚决杜绝
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确保监督检
查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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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晨伟）近期，我区举办芝罘区小学生
中国象棋校园联赛，进一步弘扬“国粹”
象棋的文化精髓，推广普及象棋运动，丰
富小学生的校园文化活动。

本次联赛由区教体局、区体育运动
服务中心联合主办，区象棋运动协会承
办，冠中智力运动俱乐部协办。本次联
赛共分预选赛和决赛，预选赛在各个小
学内举办，共有1100余名选手参加预选
赛，参加人数为近年之最。

经过激烈对弈角逐，来自全区20多
所小学的近300名小棋手入围决赛。最
终，一年级组的陈鹏宇、孙悦轩、孙世朴，
二年级组的荣骏辰、刘晨可、由翔宇，三
年级组的夏楸涵、王硕、张家霖，高年级
组的吕书赫、焦阳、赵尧成分获前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外国语实验学校的
三年级组选手王硕在前不久举行的山东
省少年象棋锦标赛戊组的比赛中，以九
战全胜的战绩强势夺冠。团体成绩方
面，文化路小学卫冕冠军，凤凰台小学和
潇翔小学分获亚军和季军。

区体育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区
中国象棋校园联赛至今已成功举办五
届，成为我区全民健身品牌赛事，展示我
区推进棋类工作的成效。作为中国国粹
的象棋项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
群众喜爱。本次比赛为小棋手们搭建了
一个展现棋艺、切磋交流的平台，进一步
推动我区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员 贾延豪）为进一步总结
2020年全区退役军人工作典型经
验，发挥好“比武练兵、比学赶超”
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谋划好
2021年全区退役军人工作，近日，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召开退役
军人事务工作观摩活动暨2020年
度退役军人工作总结会议，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科级领导及
各街道分管领导参加活动。

观摩团一行先后来到世回尧
街道世秀社区、东山街道航院社区
等退役军人服务站，详细了解相关
街道在军地共建、服务效能提升、

退役军人作用发挥等方面的典型
经验，大家在观摩中不断总结新经
验、汲取新知识、交流新思路，为下
步扎实做好全区退役军人工作明
确了路径，夯实了基础。

最后，观摩团来到区退役军
人服务之家，通过讲解员对退役
军人服务之家的机构职能、组织
架构和核心文化的细心讲解，大
家获益良多。“这次观摩给我们很
多启发，也为下步工作指明了方
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持续提升
退役军人服务质效，抓出特色，抓
出亮点。”毓璜顶街道分管负责人
王兆裕说。

观摩结束后召开了我区2020
年度退役军人工作总结会议，通报
了2020年全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开展情况，各街道分管领导就一年
来各自工作进行总结，并对2021年
工作进行谋划。

会议强调，2020年，全区退役
军人事务系统在上级领导下，坚
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履职尽责，
努力服务好现役军人、保障好退
役军人，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下步，要继续加压奋进，一要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退役军
人工作政治属性，切实把退役军
人工作当成是一项政治任务去完

成，确保工作效果和成绩。二要
创新工作路径。充分认识我区在
改革创新方面存在的短板，抢抓

“培育期、发展期”机遇，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创新谋划发展。三要
抓好宣传推广。充分认识到宣传
工作的重要性，及时总结推广典
型经验，充分展示我区退役军人
工作优异成绩。

下步，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
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全面谋划好
2021年工作，在移交安置、优抚褒
扬、双拥共建、权益维护等重点工
作上持续发力，推动全区退役军人
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区举办小学生
中国象棋校园联赛

我区召开2020年退役军人工作总结会
发挥好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谋划好2021年工作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王丹）近日，区军休所组织看望慰问
抗战离休老干部，让军休干部们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关怀。

区军休所党员干部和离休干部及其
家人进行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近期
的生活及身体状况，送去牛奶等慰问
品，陪老人一起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望
幸福生活。

全心全意为军休干部服务是区军休
所的工作宗旨，重大节日慰问走访制度
是军休所的服务传统。在建党百年到来
之际，广泛开展关心关爱和走访慰问抗
战离休干部系列活动，对于体现党和政
府对老战士的关心和爱护，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区军休所将把走
访慰问活动同推动军休干部各项优惠政
策紧密结合起来，促进服务工作做实、做
细、做到位，让老干部们幸福安享晚年。

区军休所
关爱慰问离休老干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蒋玉磊）为确保我区社会组织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响应市、区切实做好当
前安全生产工作的号召，近日，区民政局
在芝罘社会组织创益园召开社会组织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

会上，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向各社
会组织强调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当前正
值岁末，供暖用电需求旺盛，加上临近春
节，容易出现安全生产事故，会议要求各
社会组织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无论在
外进行活动还是在园区办公，都要始终
绷紧安全生产弦。

与会各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一定
将安全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群策群力，常抓不懈，努力实现我区社会
组织安全生产工作健康稳定。

区民政局召开
社会组织安全生产会议

科学防范风险 牢守安全底线
我区稳步推进冷链食品常态化检查，实现“人物同防”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孟莹）2020年11月底，
芝罘法院迎来一位特别的当事人：
84岁的柳大爷状告儿子女儿，要
求儿子返还房产证，解除此前签
订的赡养协议，要求儿子女儿支
付赡养费以及自己住院的医疗
费。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老
父亲将子女告上法庭？原来，柳大
爷与老伴儿育有三个子女，大女儿
嫁到牟平，小女儿远嫁外地，老两
口与儿子一同生活。柳大爷有一
套房屋，老伴儿去世后，柳大爷与
子女在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
下签订赡养协议，约定柳大爷将其
名下的房屋赠与儿子，两女儿不得
回家要求分割房产，儿子每月支付
200元的赡养费及其他生活费用，

并尽最大努力负担柳大爷住院期
间的医疗费。赡养协议签订后，柳
大爷将房产证交由儿子保管，并与
儿子一同居住。后来，柳大爷生病
住院，面对高额的医疗费，儿子开
始拒绝到医院照顾老人，也不再支
付医疗费，但依旧住在柳大爷房屋
内。

立案后，负责送达的法官助理
首先电话联系了柳大爷的儿子，电
话中其态度冷漠，说柳大爷总是生
病，自己要给妻子交保险费、供儿
子上大学，没钱治病，想告就告
吧。苦口婆心劝服未果后，法官助
理又打电话给大女儿，大女儿表示
不知情，自签订赡养协议后久未回
家看望老人。法官助理告知其也
成为被告，在法官助理的说服下，
大女儿答应第二天回家看望老人，

并劝说弟弟。
不久后，柳大爷的代理律师给

法官助理打电话，说两被告在收到
传票后与原告和解了，儿子答应继
续支付赡养费和医疗费，柳大爷申
请撤诉。

法官说法
对子女来说，赡养老人、回报养

育之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
应尽的法定义务。人到中年，“上有
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大，是每个成年
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为妻子交保
险、供儿子上大学是作为丈夫、父亲应
尽的义务，不应以此为借口拒绝赡养
照顾老人。行为人对年老患病的父母
负有赡养义务，具有赡养能力而拒绝
赡养，情节恶劣的，其行为还会构成遗
弃罪。

对柳大爷来说，老年人对个人的
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子女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
索取等方式侵犯父母的财产权益。柳
大爷与子女之间所订的赠房赡养协议
是建立在自愿与合法的基础上，是当
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而该协议有
效。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柳大爷
将其房屋交付给儿子,赠与已经成
立。但该赠房协议附有一定的赡养权
利义务,是附有条件的赠与行为,所附
条件仍须继续履行；如当事人作为受
赠人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则应返还所
得赠与物。

此外，赡养老人不仅是经济上的
供养，还包括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
藉。父母给予孩子生命，作为子女，应
尽自己的所能常回家看看，孝顺父母、
善待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

以房养老遭反悔 悉心调解解心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