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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旅游
三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累计投资3 . 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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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9月11日讯(段晓
磊 辛欣欣) 近年来，管理区
紧抓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有利
时机，积极发展海钓观光游和
生态体验游，高起点、高标准规
划了桑沟湾、东楮岛、凤凰湖3
处国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其中，泓泰渔业公司、东楮岛渔
业公司2处企业获批“省级休闲
海钓基地”项目，拥有国家级海
洋林场2处，面积达2 . 1万亩，建
设桑沟湾人工渔礁群，建设人
工渔樵4000余亩。累计投资3 . 3
亿元，年接待游客50万人次，产
值6000多万元。

桑沟湾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泓泰海洋休闲旅游有限公
司投资3000余万元，建设拥有
桑沟湾海洋牧场观光体验游、
海上渔家乐、海上休闲运动、海
上采摘、平台观光体验、海洋科
普、有钩网箱钓等项目，钓场面
积2500亩，规划人工鱼礁投放
区48 . 59公顷，已投放人工鱼礁
5000空方，增殖放流各类鱼苗、
贝类300余万尾；各类海钓钓船
及休闲观光游船10余艘，海上
渔家乐平台4组、有钩钓台1组、
采摘平台4组、逗鱼体验平台1
组等，可同时容纳近千名游客

体验钓鱼、采捕及就餐。2015年
成功举办中韩钓鱼比赛，2016
年被海钓盛典组委会推荐确定
为“2016中国十佳海钓路亚休
闲基地”。

东楮岛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楮岛水产有限公司投资
2600万元打造海洋牧场休闲体
验板块。依托一大两小海上平
台、配套专业海钓船、布局新型
标准化筏式养殖，建设集海底
观光、海上垂钓、休闲娱乐、旅
游接待、餐饮服务、商务会议、
海洋文化体验、海洋科研等于
一体独特海洋牧场新型旅游产

业带。
整合东楮岛海洋牧场展示

厅及海洋牧场研究院，推进海
洋牧场信息化建设。同时通过
东楮岛百年沧桑的海草房与现
代化、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形成正面冲击，展现东楮
岛传统渔业成功转型，突出休
闲渔业发展对传统渔村的巨大
推动作用。

凤凰湖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赤山集团投资3亿元，项目
规划总面积8000亩，已开发凤
凰湖旅游景区、滨海休闲渔业
旅游区两大项目。目前，凤凰湖

景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3000亩的省级海钓钓场和500平
方米的高档垂钓娱乐中心，可
为垂钓者提供必要的休闲场
所；滨海休闲旅游区拥有四星
级的赤山大酒店、1 . 6万平方米
海岸垂钓旅游码头、2000米黄
金沙滩海岸及800平方米的游
客中心，可提供海钓接待、垂钓
技术交流、垂钓器具及其他休
闲旅游信息服务。凤凰湖休闲
渔业示范基地将为游客打造集
旅游、居住、观光、休闲、垂钓、
商业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人居生
活和滨海休闲旅游区。

管理区查处“黑出租”30辆
本报荣成9月11日讯(张琬茹

周洪光) 为进一步净化出租车营
运市场，助推创城工作再上新台
阶，今年以来，石岛管理区持续加
大非法营运车辆整治力度，截至
目前，已经查处“黑出租”30辆。

针对“黑出租”侵害正规经营
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客运市
场正常秩序，近年来，石岛管理区

组织交通、公安、城管等部门成立
了联合查处非法营运车辆办公
室，结合非法出租 活动规律和
营运状况，灵活采取日常晨检夜
查和集中打击整治相结合的监
察方式，加大对人流密集场所以
及城区黄海路、朝阳路等重点路
段的巡查力度，并在医院、宾馆
等处设立正规出租车待租点，有

效压缩“黑出租”活动空间。
今年以来，联合执法办公室

重点对老城商业区、各大渔港以
及斥山红绿灯等“黑出租”集聚
地点进行定点清理，24小时不定
时巡查。截至目前，共查处“黑出
租”30辆，27名车辆所有人接受
了处理，收缴小红灯280多个，驱
赶可疑车辆近7000辆。

休渔过后首航归来鱼满舱
本报荣成9月11日讯 (石宣 )

连日来，伏季休渔结束后首
航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返港，
各大渔港码头呈现一派繁忙热
闹景象。

自9月1日12点起，北纬35度
以北的渤海、黄海海域结束为期4
个月的伏季休渔，我市大批渔船
开赴各大渔场，开始秋季捕捞作
业。而从9月4号开始，部分在近海
作业的渔船在结束首个航次后，

陆续满载而归。
在鑫发渔港，各类渔船陆续

靠港停泊。船上的渔民们马上将
舱内一筐筐鲅鱼、带鱼等新鲜海
产品卸下渔船。码头上，早已等候
多时的商贩们立即围拢过来，将
新鲜海产品装上货车，准备运往
各地市场。据了解，由于休渔期延
长，有利于鱼虾产卵，同时，休渔
期间我市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
动，海上资源恢复性增长，渔民们

首个航次收成明显好于去年。
同时，由于今年我市严格环

境监管措施，鱼粉厂纷纷开始治
理整改，往年秋季渔民大批量捕
捞的鳀鱼难觅踪影，渔船基本以
捕捞经济鱼类为主。渔民们大多
对此表示理解、支持，认为这些治
理举措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对
保护环境以及海洋生态和海上资
源修复不仅初见收效，更着长远
的利好。

港湾街道打造特色民宿
本报荣成9月11日讯(郭晓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加
快，近日来，港湾街道牧云庵社区
全面启动12户民房改造工程，打
造石头民宿及书画民家创作室，
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

今年以来，围绕“做大、做强”
农民书画传统产业及文化旅游产
业，港湾街道依托牧云庵古老“画
村”的历史品牌、一个村10多位国
家和省美协会员的画家簇群优
势，通过“配套引领、内引外联、营
销运作”，完善写生基地、书画培
训等设施，将周边农民书画培训
与吸引美院学生写生结合，挖掘
弘扬渔村书画文化底蕴，做响“渔
乡画村”品牌。

围绕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牧
云庵成立了渔家风情度假村有限
公司，形成“社区+公司”的综合运
作模式，社区主要做好基础设施

投入，严格控制村级财务支出；公
司方面主要以承包运营的方式，
对社区文化旅游产业进行市场化
运作，全面打开专业培训、名家创
作和书画营销三个市场。

截止目前，牧云庵已建设完成

800平方米培训创作基地、“宋氏三
兄弟画舍”、陶艺制作展示基地等
近10处特色景点，启动“画村”接待
中心、文房四宝一条街、3处名家创
作室及5个组团民宿改造工程，预
计年底前可进行旅游试运行。

人才招聘

荣成市子涵网络服
务有限公司

水电大工 5 4500以上
荣成崂山街道二

疃村
15606305426

水电小工 10 3000以上

荣成市每日农牧
有限公司

场长助理 1 50以下 高中 3000-4000
滕家镇

高落山村
13562158718

山东盛润胶带有
限公司

炼胶工 5 高中 4000-6000

石岛工业园
龙腾路

7336088
硫化工 5 高中 4000-6000

生产管理 5 高中 4000-6000

业务经理 3 大专以上 3000-6000

行政办公 2 本科以上 3000-4000

速读

为深刻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提升党
员干部思想理论素养，管
理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广泛开展专题研讨交流
活动，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成长之路》、《习
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
探索与实践》等系列报
道。

张天伟 房桥进
娄凯霖

8月30日，市商务局与
区投促局相关负责人来
到港湾街道调研乡村旅
游和电商平台建设，实地
察看了“花村”、“画村”、街
道电商平台、部分电子商
务商家等，探索乡村旅游
与电商结合发展的新思
路。

侯玲娟 宋思雨
近日，桃园街道开展

了为期十天的驻地环境
集中整治，重点整治占道
经营、悬挂违规条幅、乱
贴乱挂小广告、乱堆乱
放、乱摆乱晒等5大类突出
环境问题。本次集中行动
效果明显，乱摆乱放、乱
贴乱挂等问题大有改观，
基本消除了占道经营现
象，提升了驻地形象，切
实巩固了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

赛文洋
音乐短片《等你一起

来看海》近日在宁津街道
东楮岛摄制完成。

作为宣传展示魅力

荣成形象的系列音乐作

品之一，歌曲《等你一起

来看海》由我市音乐人清
瑢作词，知名歌手陈瑞演

唱。歌词通俗易懂、朗朗

上口，旋律轻快悠扬，婉

转动听，具有鲜明的地方

特色和时代气息。为丰富

作品的表现形式，此次荣

成大天鹅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以东楮岛海上牧场、

海浪沙滩等自然风光为

背景，用电视艺术手法对

歌曲进行再创作，借以更

直观地反映我市沿海风

情和海洋文化，展现“自

由呼吸 自在荣成”的城

市对外形象。

石宣
近日，电影《小官大

道》在宁津街道东墩村开
机，这是继《咱村的女消
防官》之后，又一部在宁
津拍摄的农村现实题材
影视作品。

该影片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一宏伟蓝图
为背景，以胶东农村基层

“小官”为原型，面对新时
期党和国家赋予的神圣
使命和农村百姓的殷切
希望，不畏艰苦、心系群
众，带领村民共同步入小
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

“大道义”，深刻反映了基
层群众在城乡一体化进
程中的思想观念转变，重
现了胶东农村基层干部
们的为官之道、为民之
道。

于杰

港湾街道打造特色民宿。


	WR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