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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推进禁养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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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9月4日讯 (王伟
强) 为确保禁养区内规模养
殖场、养殖专业户拆迁工作顺
利开展，连日来，管理区抓紧时
间对禁养区内相关场户进行图
像采集，并由第三方评估公司
进行评估，最大程度保障群众
利益。截至8月23日，全区禁养
区内191家养殖场户(包括107家
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场、61家猪
场)已全部完成图像采集。

目前，已有5个街道完成评
估，共评估养殖场(户)160家，评
估任务已完成81%。同时各兽医
站排查规模养殖场144场次、养
殖专业户738场次，共发现大小
问题548个次，已全部给予技术
指导，并督导场户立即进行整
改。191家养殖场户拆迁完毕
后，将拆迁养殖建筑面积5万余
平方米，搬迁养殖器具700余
吨，每年将减少25 . 6万头(只)出

栏量，减少32000吨的粪污排放
量，将极大的改善群众的居住
环境，有效的减少邻里之间因
养殖污染引发的矛盾。

自8月1日专项行动以来，
管理区安排专人配合中介评估
机构做好评估工作，建立拆迁
工作台帐，实行销号管理。针对
禁养区名单，建立“一场一档”
工作机制，不漏一场一户，坚决
维护群众利益。整治期间，坚决

做好畜禽养殖环境的监管，加
强对规模养殖场、养殖专业户
的巡查督导，及时为养殖场(户)
提供污染治理的技术指导与服
务，确保拆迁工作不对环境造
成污染。对于拒不配合拆迁、在
规定时限内未完成拆迁及拆除
工作中私搭乱建、排放污染物
等违规行为，坚决予以制止，并
按相关程序依法处置。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按照“先易

后难、重点突出”的原则，以保
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促进畜牧业
持续健康发展为目标，坚持发
展与治理并重、生产与生态兼
顾、治旧与控新结合，综合运用
政策引导、行政执法和资金补
偿等手段，采取关停、搬迁等措
施，全面推进禁养区制度落实，
进一步优化畜牧业生产布局，
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改善生态
环境，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电商基地发展新亮点
本报荣成9月4日讯 (赵小

杰) 日前，经过市、区两级的
政策激励和大力推动，管理区
电子商务工作呈现新亮点。

宁津巾帼双创基地和和
钱海电商孵化基地，坚持“立
足当地特色，发展特色产业”

的发展理念，通过“互联网+基
地”模式，把具有浓厚胶东特
色的海产品和农产品如海带、
海参、海米、玉米叶、地瓜干以
及花饽饽等推向全国各地。经
过一年的发展，已拥有专业的
服务团队、摄影棚、培训基地、

物流运输等配套服务设施。
未来，基地将会把电子

商务与鸿泰海洋牧场、东楮
岛、谷牧旧居等旅游资源结
合起来，共同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为全区的电子商务发
展开辟了崭新模式。

石岛首部公益电影开机
本报荣成9月4日讯(石炫)

8月28日上午，石岛首部公益
数字电影《妈妈一样的爱》在
石岛文化创意产业园举行开
机仪式。

长篇通讯《妈妈一样的
爱》，在《大众日报》和网络媒
体上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
了强烈反响，主人公刘艳芬
先后被评为山东好人和中国

好人。《妈妈一样的爱》由石
岛管理区宣传群团办公室、
荣成大天鹅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联合摄制，剧本由北京电
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副
院长王少民撰写，王宇执导。
该电影时长 9 0多分钟，拍摄
制作时间约三个月，将在农
村院线、央视电影频道以及
全国各大型视频网站进行放

映。同时，摄制方还将剪辑时
长约 2 0分钟的微电影，通过
微信、微博、QQ群等媒介平
台发布，多渠道、多角度宣传
石 岛 志 愿 者 形 象 和 志 愿 事
业，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志愿
事业，呼吁更多的热心人士
参与志愿服务，为构建和谐、
友爱、团结、互助的文明社会
作出积极的贡献。

连日来，由中共中央组
织拍摄的六集政论专题片

《法治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以来，在管理区各界干部
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抓住
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
要将学法、知法、守法、执法精
神学到位，并贯穿于工作的
始终。”市公安局特巡警二大
队教导员韩孟发表示，认真
收看《法治中国》后，受益良
多。作为公安部门，一定要坚
决公正严明执法，努力让人
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
义。“看了专题片，收获非常
大，作为执法者，应该自觉地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
解矛盾、维护和谐。”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许蓬永
认为，近来我市开展的整治
环境、拆除违建等专项行动
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最根
本的一条就是依法整治。“努
力营造法治昌明的社会大环
境，是基层群众最大的福祉。”
王连街道马岭许家村村委委
员许永说，自己做了多年民
调工作，切身体会到这些年
法治环境的改善和群众法治
意识的增强，这是法治建设
的进步。

石炫
近日，王连街道举办渔

业安全生产、中韩入渔等系
列培训班，对辖区内100多名
渔船船东和船长进行安全生
产知识集中“充电”。有关专家
围绕渔船海上作业、商渔船
碰撞知识、入韩渔船作业规
则、终端设备使用以及发生
意外伤害如何自救互救等方
面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并发
放《渔业船舶船员岗位职责
及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倪铭妤 刘琳琳
8月以来，港湾街道对辖

区内6家加油站开展专项执法
检查。检查涉及企业安全培

训情况、灭火器等消防器材、
安全管理人员履行管理职
责、执行与遵守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操作员持证上岗等
情况，共查处问题隐患及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40余项，其中
当场整改7项，下达《责令限期
整改指令书》6份。

苑兆鲁 宋思雨
连日来，王连街道全面

启动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工
程，投资15万元铺设400米大
口径管道实现雨污分流，沿
驻地两侧顺向铺设1000米综
合管网，建成了日处理能力
2000吨的新型污水处理厂投
入使用，升级改造31家企业排
污口、5条河流排污口，对驻地
企业污水纳入大管网，企业
污水无害化排放，喷洒2吨生
态菌液，河道水质明显改善，
河道及污染源得到彻底治
理。

倪铭妤 徐刚
近日，宁津街道大力推

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从
垃圾管理抓起，成立村庄保
洁队伍，因地制宜建立起垃
圾分类、清运管理模式，引导
农民摒弃落后习俗，消除垃
圾乱扔、秸秆乱堆、污水乱排
等现象。同时，借力美丽乡村
建设，在村居布局上坚持规
划先行的理念，融合传统村
落和现代基础设施改造，提
升农村人口承载能力和垃圾
处理能力，为村居环卫整洁
打好基础。

于杰
连日来，石岛管理区交

通运输局加大对下属企业、
交通运输、长途车站、农村公
路等各个方面的检查督导，
加强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全力做好安全
生产大检查。

张琬茹

速读

联联合合执执法法
8月28日，威海海

事、海警、海监和渔政联
合执法行动在荣成市石
岛新港启动。石岛管理
区高度重视，不断加强

“智慧渔港”建设，提升
管理水平，明细管理责
任，依托“以港管船”制
度，确保应休渔船全部
停靠在母港，严防渔业
安全生产事故和涉外事
件的发生，全力维护海
洋伏季休渔秩序稳定，
避免提前违规出海，确
保按时开海。

杨志礼 摄

上海红星美凯龙
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荣成分公司

企划专员 2 25-35 2500-3000

荣成南山南路88
号

3613002

营销专员 2 25-35 2500-3000
电工 5 高中 2500-3500

高压值班 4 2500-3500
综合维修工 5 2500-3500

消防员 4 2500-3000
安全员 12 2500-3000

楼层管理员 7 2500-3000
平面设计 2 2500-3000
电工主管 2 3000-5000

50名大学新生领取助学金
本报荣成9月4日讯 (于杰

李雅雯 ) 近日，宁津街道
办事处与国核示范电站，共
同举办2017年新入学大学生
奖励助学仪式。

街道办事处、国核示范
电站领导为50名新入学大学
生每人颁发 1 0 0 0元助学金，

勉励祝福大学生，希望他们
学有所成，学成后报效祖国，
回馈社会。国核公司多年来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自入驻
宁津街道以来，累计资助街
道大学本科新生290多名，资
助助学资金 3 5万元，并向第
九中学学区捐赠电脑等现代

化教学设备。宁津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也始终高度重视
教育事业发展，先后投入200
多万元，完成中心完小幼儿
园、九中学区改造等工程建
设，落实系列教育惠民项目，
为宁津学子创造良好学习环
境。

人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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