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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王娅宁）近日，西炮台社区党委、红湾
银帆老干部书法家协会、安立盛志愿服
务大队联合举办书法笔会。

红湾银帆老干部书法协会的老师们
带领社区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即
兴创作，完成了一幅幅优秀的作品。老
师们将作品赠送给西炮台社区，后期将
由社区送给在疫情防控等工作中作出贡
献的志愿者们。

西炮台社区
举办书法笔会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员 张宇 丁元梓）近日，区司法
局举办送法进校园活动，邀请普法
志愿者、律师，走进养正小学、烟台
十中，为孩子们送去生动的“法治
第一课”，并赠送法治图书。

在养正小学，德衡事务所律
师张丽娜向孩子们介绍国家的根
本大法——宪法，以区司法局、普
法办制作的普法动画引入，让孩
子们明白宪法是什么，宪法如何
在方方面面保护大家的一生。接
着结合系列宪法知识小问答，将
课程氛围推向第一个小高潮。同
时，律师以案释法、以法论事,为

同学们详细讲解《民法典》的内
容。深入浅出地让孩子们在愉
快、融洽的氛围里，透过生活中常
见的案例来阐述《民法典》中跟生
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如何在生
活中实际运用。同学们思维敏
捷，反应迅速，争相发表自己的见
解。

为进一步提升依法治校水
平，护航我区青少年提升法治意
识，区司法局联合区人民检察院
在烟台十中，以“以法治护航青
春，努力争做新时代文明青少年”
为题，给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
的法治课。区司法局向学校赠送

了《宪法》图书及青春与法同行
《民法典》宣传折页。区人民检察
院刘力萍借用“子产铸刑鼎”的典
故，生动地讲解法律的含义；着眼
青少年成长特点，结合多个实际
案例以案释法，详细讲解校园欺
凌的特点、表现以及所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和行政、刑事处罚，网络
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沉迷网络
给青少年造成的身心伤害，新型
毒品的真实面目、青少年涉毒情
况以及青少年毒品犯罪需要承担
的法律后果。最后针对青少年合
法权益的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给学校和学生提出了科学合

理的建议。通过法治课的讲解，
有效提升了全体学生学法用法的
积极性、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运用
法律保护自己的能力水平。

组织开展青少年“法治第一
课”活动，是我区推进青少年法治
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下一步，我
区将继续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创新思路、整合资
源，推动各相关普法责任单位立足
职能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将法律
知识和法治观念根植在孩子们心
中，让孩子们懂得不仅要懂法守
法，更要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上好新学期“法治第一课”
区司法局举办送法进校园活动，提升青少年法治意识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郝青）近日，顺河社区联合辖区银行
开展“诈骗手段在升级，反诈防骗要警
惕”为主题的金融讲座。

银行工作人员为现场的居民朋友们
讲解了现在常见的诈骗手段，比如篡改
付款二维码、刷单诈骗、高息诈骗、虚假
中奖诈骗、无担保贷款等手段。特别是
一些老年居民，往往是防不胜防，不能识
别被更改的二维码，容易造成资金损失。

通过现场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案例呈
现，居民们纷纷表示：“我们老年人不知
道还有这些新式诈骗手段，有了专家的
现场讲解，让我们能守好自己的钱包和
养老钱，不再发生让人后悔的事情。”讲
座同时也进行了现场解答，顺河社区旨
在通过此次活动，让老年居民们提高资
金安全意识，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顺河社区
防诈骗讲座受欢迎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由佳）为培养老年人对绿色植物的兴
趣爱好，近日，奇中社区党委、奇中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携手烟台鲁风荷院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社区居民开展“迎
国庆 红帆起航 妇乐家园”多肉植物种
植活动。

社区党委邀请鲁风荷院拥有多肉种
植养护经验的专家为大家进行讲解，并为
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们准备了多种多肉
植物、精致的花盆、泥土和石子。老师首
先让大家按照自己的想法搭配多肉，然后
根据每个居民搭配的多肉盆栽，教授如何
正确地填土、配色、种植，并解答老人们关
于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常见问题。

今后，奇中社区将举办更多集趣味、
休闲、生态、健康、绿色生活方式为一体
的活动，吸引更多居民参与。

奇中社区开展
多肉植物种植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员 牟雅雯 摄影报道）为切实
提高辖区单位预防火灾事故和扑
灭初起火灾的能力，近日，区消防
救援大队走进辖区社会单位，为单
位员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
灭火演练。

授课过程中，消防宣传员结合
单位的行业特点和实际，通过演示
课件、播放典型火灾案例视频的方
式，重点从火灾危险性等方面作了
全面分析和解读。随后，消防宣传
员就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适用范围
和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和现场
演示，并组织参训人员进行灭火实
地演练，使参训人员真正掌握如何
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通过此次消防培训演练，进一
步提高单位负责人及员工的消防
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区消防救援大队
进企业开展培训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
全 通讯员 付芸）为用心用力抓
产业培育、精准精细抓工业运行，
近日，区工信局组织各业务科室
召开精准精细抓工业经济运行会
议，围绕产业发展、规上工业经济
增长等方面，对精准精细抓工业
制造业经济运行方案进行再研
究、再部署，对标先进、寻求差距，

研究措施、促进发展，用实际行动
奋力做好全区工业稳增长各项工
作，努力完成工业稳增长目标任
务，为推进现代化国际滨海强区
建设贡献“工信力量”。

由于受疫情防控等因素影响，
目前，我区工业经济发展面临严峻
考验。为确保我区工业经济按时
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区

工信局成立精准精细抓工业经济
运行专班，从各科室抽调骨干力
量，明确分工，集中力量研究政策、
研究其它地区有效举措，精准施
策、集中攻坚，为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奠定坚实基础。区工信局要求
各业务科室，坚持“精准化、精细
化、专业化、规范化”的工作方法，
对工业经济各项经济指标再分析、

再细化，做到“一指标一台账”，精
准分解指标；“一任务一清单”，精
准压实责任；“一企业一档案”，精
准对接企业；“一节点一研究”，精
准预测分析；“一问题一方案”，精
准解决问题，通过精准发力、狠抓
落实，助力辖区工业制造业企业转
型升级、做大做强，推动我区工业
经济高质量运行。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张辉 摄影报道）连日来，我
区加速推进居民用户天然气软管
免费更换不锈钢波纹管工作，采取

“街道提前安排，扫楼推进安装”形
式，分区域、按计划地推进燃气软
管更新行动，计划12月底前对32
万民用燃气用户开展一轮入户安
检，完成不锈钢波纹管更换，所需
安装费用和波纹管材料费由政府
兜底解决。通过此次免费更换不
锈钢波纹管专项活动，将进一步提
高管道天然气的使用安全等级，消
除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户室内燃气
软管安全隐患。

不锈钢波纹管具有耐磨耐压、
耐腐蚀性强，使用寿命长，接口牢
固、不易脱落等优点。免费换管工
作是为民办实事的一项惠民政策，
希望广大居民积极配合，保证换管
工作的顺利进行。目前，新奥燃气
公司每天可为我区供应4000套不
锈钢波纹管，已安排12个工作组赴

街道开展工作。为进一步做好不
锈钢波纹管更换，广大居民应做好
相关准备事项，提前检查家中管道
是否存在自费改造管道。如更换
不锈钢波纹管长度超过两米，则需
用户申请新奥燃气公司对管道进
行改造，改造费用需用户自行承
担。改造完成后，新奥燃气再免费
更换不锈钢波纹管。提前检查燃
气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如所
用灶具无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热水
器属于直排式热水器，或超过8年
使用年限，为确保安全用气问题，
新奥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将现场关
闭表前阀暂停用气。如燃气设施
存在上述情况，可联系新奥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95158咨询，也可自行
采购其它品牌合格燃气设施。按
照通知时间做好家中留人工作。
目前，新奥每周制定安装计划并报
街道备案。请居民们根据街道、物
业和新奥公司通知，在集中安装时
段家中留人做好安检和安装配合

工作。如错过更换时间，及时按照
《到访不遇告知书》与街道或新奥
工作人员电话预约二次上门时间。

区城镇燃气安全专班提示，更
换不锈钢波纹管后，并不是万无一
失，仍应注意安全使用天然气。爱
护燃气设施，不要在燃气设施上拉
绳挂物、乱搭电线、将燃气管道作
为负重支架或电器设备的接地导
体；不要在有燃气设施房间内放置
火炉或存放易燃、易爆、有腐蚀性
物品；不要使燃气设施处于潮湿环
境；不要擅自改变房屋结构，使燃
气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不要在施
工、装修时将燃气设施包裹在内。
应定期用肥皂水或洗衣粉泡沫水
涂抹天然气管道连接口，检查是否
漏气（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发
现问题立即报修。要随时留意走
廊及室外周边的情况，如闻到疑似
燃气等异味时要立即报警。24小
时抢险电话6246646，24小时服务
热线95158。使用燃气时，要保持

室内通风；每次点火时要确保成
功，避免出现无火冒气情况；使用
时人员不要远离并注意观察，以免
汤液溢出浇灭火焰导致燃气泄漏
或容器烧干造成事故；不要小火使
用燃气，以防火焰熄灭，造成燃气
泄漏；使用完毕，要关闭燃气灶前
阀门和燃气具开关。临睡前，一定
要认真检查，保证灶前阀和燃气具
开关关闭，以防燃气泄漏。私自拆
装已安装的波纹管会造成漏气，请
勿随意拆装波纹管，如需拆装，请
联系专业人员安装。

我区免费更换不锈钢波纹管
消除居民用户室内燃气软管安全隐患，计划年底完成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雪辉）近期，区妇幼保健院先后向烟
台市公交集团、辖区10余个社区免费赠
送1000余个防疫中药香囊，给公交车和
小区电梯配上绿色环保的“净化器”，保
障市民健康出行。

本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区妇幼保健院结
合省中医专家组团队意见组方遣药，配
制防疫中药汤剂和中药香囊，含有菊花、
荆芥、白芷等十余种中药成分，可通过呼
吸道进入人体，不断刺激机体免疫系统，
提高身体的抗病能力。

“公交车、居民小区电梯，都是老百
姓日常出入频繁的场所，而且属于相对
封闭的空间，我们希望通过放置防疫中
药香囊，发挥中医药在常态化防疫工作
中的作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出
行。”区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说。

区妇幼保健院
赠送“防疫中药香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