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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学学栽栽培培管管理理，，让让蔬蔬菜菜安安全全过过冬冬

本报荣成12月12日讯(张
华英) 进入冬季后，低温、寡
照、雾霾、雨雪等恶劣天气增
多，不利于设施蔬菜生长，尤
其是长时间的弱光、低温，蔬
菜光合作用差，植株长期得
不到充足的营养供应，根系、
叶片等加速老化，抗病抗逆
能力变弱，最终导致植株早
衰。因此，蔬菜生产上要早下
功夫，从日常管理入手，培育
壮棵，提高植株抗性，帮助安
全度过恶劣天气。

科学水肥供应。连阴天
时蔬菜蒸腾作用弱，需水少，
但并不是不需要水肥，反而

因为根系活力较弱，更应该
调整到最适宜的湿度。观察
土壤湿度时，应该选择距地
表10厘米处，此处根系最多，
是决定根系吸收量的重点。
保证此处土壤手握成团，落
地散开，就是最适宜蔬菜根
系吸收的土壤相对湿度范
围，即70%-85%。出现干旱时
宜浇小水，以水过地干、不留
积水为宜。肥料选择上，还应
使用提高植株抗逆性、延缓
植株早衰的产品，如磷酸二
氢钾、细胞分裂素及芸苔素
内酯等。

加强整枝、疏果。很多菜

农为追求短时的高效益，留
果过多，造成植株生长慢，晴
好天气时还看不出来，可一
旦遇到连阴天，就非常容易
出现早衰。这在棚室茄子、辣
椒等结果较多的作物上体现
得最为明显。因此，要加强整
枝、疏果，减轻植株负担，避
免植株一次性坐果太多。

合理增温、补光。在极端
天气来临前，应通过加盖保
温物、采用多层覆盖等系列
方法，做好配套增温、保温、
防冻措施，为大棚蔬菜提供
良好的生长环境，避免植株
遭遇突变，产生不可逆伤害。

本报荣成12月12日讯 (荣
宣) 近日，农业、市场监管、财
政、出入境检验检疫、人社等多
个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领域严重失信企
业及个人联合惩戒备忘录》。至
此，荣成市已出台13个领域的
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备忘录，
涉及与居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的建筑施工、交通文明、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市场监管、信贷、
海洋与渔业、安全生产等方面。
这是市级联合奖惩的拓展和延
伸，更是荣成市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的深化与跨越，对提高信
用产品的认可度和使用度，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以信
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
系，具有示范推动作用。

自2014年在全省率先启
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来，荣

成市尝试打破“信息孤岛”和
数据壁垒，将市级信用管理平
台与142个部门单位联网，各
单位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评
先选优奖励以及其他信用信
息，每月定期上报至市级平
台，形成广泛覆盖、深度融合
的信用信息大数据资源，在市
级层面建立了完整系统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体系。尽管市级层面征集的信
用信息包含全市各个领域、各
个方面，但对每名成员的评价
是综合性的，无法像行业主管
部门那样对一个领域和一个
方面的人群进行专业性判定，
加之行业信用信息仅限于行
业内部管理，彼此不联通、不
共享，就出现有的市场主体在
某一行业或区域列入“黑名
单”，而在另一行业或区域却

上了“红名单”的现象。
今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
进 社 会 诚 信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提出要“建立触发反馈
机制，各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
失信联合惩戒的发起部门负
责确定激励和惩戒对象，实施
部门负责对有关主体采取相
应的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措
施”。

为完善本市社会信用建设
体系，荣成创新性地建立并实
施了“1+N”联合奖惩机制：“1”
是指市域联合奖惩，依托荣成
市征信管理系统，对市级诚信
主体和严重失信主体，全市所
有机关事业单位共同实施信用
激励和约束措施，并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联合奖惩；“N”是指

部门协同奖惩，行业主管部门
采取与若干实施部门联合签署
合作备忘录等形式，建立跨地
区、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激励
与惩戒机制，形成政府部门协
同联动、行业组织自律管理、社
会舆论广泛监督的共同治理格
局。

各领域联合奖惩备忘录一
经签署就释放出强大的联动效
应。“发起部门把在行政管理中
产生的‘红名单’和‘黑名单’信
息提供给关联部门参考，实施
部门按照备忘录约定的内容和
措施进行奖励和惩戒，构建起
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让失信者受到联合惩罚
寸步难行、 让守信者得到联
合奖励事事受益。”市社会管理
服务研判中心主任黄春晖介
绍。

黄春晖表示，信用联合奖
惩，重点在“联合”，本质在“连
坐”。没有协同联动，就不能产
生足够的激励或约束作用。联
合奖惩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
遵纪守法意识，促进市场主体
依法诚信经营，营造诚信社会
环境。下一步，荣成市将适时扩
大联合奖惩范围，在城市管理、
交通运输、招标投标等重点领
域制定出台联合惩戒备忘录，
在志愿服务、A级纳税人等领
域制定出台联合激励备忘录，
在市场监管和公共资源分配、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不断丰
富信用激励内容，对评级较高
者实行更为宽松的监督政策和
更加优化的公共服务，构建全
覆盖、无缝隙的“失信者寸步难
行，守信者一路畅通”联合信用
监管大格局。

构建“信用荣成”大格局

荣荣成成出出台台联联合合激激励励和和惩惩戒戒备备忘忘录录

12月10日，在荣成市烟墩角海湾，大天鹅在阳光下飞舞，给滨海
小城增添了美丽的色彩，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参观
拍照。

杨志礼 摄影报道
““舞舞者者””

为了关爱幼儿成长，营
造更加幸福温馨的亲子关
系，12月3日下午，沽河社区
联合市第二机关幼儿园，在
崖头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
展“大手牵小手，亲子大联
欢”主题活动，共有30余名小
朋友及父母一起参加活动。

吴淑秋 曲苑
日前，双泊社区党总支特

邀荣成红十字会志愿者到社
区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志
愿服务进社区”活动。于茜颖

连日来，河东社区正在
筹备元旦文艺汇演活动，所
有节目均来自居民和社区组
织。 王军锋

为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
意识，也为增进孩子与家长

间的感情，日前，南山社区组
织辖区青少年开展“你来比
划我来猜”亲子互动趣味游
戏。 杨钰莹 席海涛

近日，曙光社区携手编
织达人富红梅老师共同举办
了“针心针意”编织课堂，免
费手把手教大家爱心编织，
开启“玩艺生活”之旅。王宇

本报荣成12月12日讯(孙丹
周川翔) 近日，经威海市旅

游景区质量评定委员会组织评
定，东楮岛风景区获批国家3A
级旅游景区。至此，石岛区域内
3A级以上旅游景区已达到4
家。

作为石岛管理区美丽乡村
示范带的重要节点，东楮岛村
现存海草房144户、650间，是胶
东地区海草房保留最完整的村
庄之一，被誉为“国内生态民居
的活标本”。2007年以来，先后
入选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和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也
是国内“乡村记忆工程”首批20

个文化遗产保存最丰富的村镇
试点之一。

东楮岛景区自建设以来，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
设，保护原生态环境”的原
则，重点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沿海岸线修复和配套设施等
方面的建设，通过突出古村落
文化品味和渔家项目体验，增
强乡村旅游吸引力。景区由海
草房观赏、赶海垂钓体验、浪
漫沙滩休闲、乡村记忆馆、唐
乡主题院落、渔家乐餐饮等多
个特色项目组成，并拥有娘娘
庙、观海亭、百年楮树等多处
人文和自然景观，配套建设了

游客中心、停车场等服务设
施，是集旅游、运动、商务、休
闲娱乐及配套于一身，涵盖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
素的重要旅游区。目前，已有

《咱村的女消防官》、《一起趣
玩吧》等4部电影及央视、湖
南卫视等7档真人秀节目来此
取景拍摄。东楮岛还先后获得

“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全国休
闲渔业示范基地”、“山东省生
态文化村”、2016年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乡村记忆工程示范
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等多
项荣誉称号。今年以来，景区
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

东东楮楮岛岛景景区区获获评评国国家家33AA级级旅旅游游景景区区

观观海海路路即即将将全全线线通通行行

本报荣成12月12日讯(荣
宣) 日前，从市政管理处获
悉，观海路改造工程自今年
10月开工以来快速推进，目
前道路基层混凝土施工已全
部完成，预计12月20日左右
可全线开放通行。

日前，观海中路和观海
西路此前因施工设立的围挡
已经全部拆除，往来车辆畅
通无阻。据市政管理处副主
任岳蓬勃介绍，观海路西段

已于11月初全幅开放通行，
东段和崖头河桥段目前尚有
部分工程在加紧施工。

目前，观海路改造工程
基本处于道路基础扫尾阶
段。明年3月份，施工人员将
根据天气情况择机进行灰土
基层及附属工程施工，5月份
铺设沥青路面，整个改造工
程于明年8月份完工，届时将
极大提升市区道路承载能
力，改善市民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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