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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理理工工荣荣成成学学院院举举办办““双双选选会会””
打打造造理理工工就就业业品品牌牌，，助助力力半半岛岛地地方方经经济济发发展展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徐
平 ) 1 1月4日，哈理工荣成
学院在文体中心举办了“打
造理工就业品牌，助力半岛
地方经济发展”2018届毕业
生双选会。当天，各用人单位
共收到简历近3000份，现场
面试通过、确定录用人数152
人。

本次双选会共接到230
余家用人单位报名，学院从
以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为导
向、以毕业生求职意向为出

发点、以用人单位长期合作
为基础、以企业性质和区域
为关注点等方面为参考遴选
出 1 7 5家用人单位参会。其
中，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33
家、山东省内企业157家，威
海地区企业102家，已有毕业
生在单位工作68家，校友企
业3家，共计为学院毕业生提
供了 4 8 0 0余就业和实习岗
位，覆盖学院8个系、21个本
专科专业。会议当天，各用人
单位共收到简历近3000份，

现场面试通过、确定录用人
数152人。

哈理工荣成学院始终把
就业工作作为中心和重点工
作。1 0月份，共接待江苏南
通、扬州、泰州、盐城等五个
地区用人单位招聘团，59家
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招聘岗
位1000余个；举办亨通集团、
豪迈集团、万马股份、华凌电
缆、歌尔集团等42场专场招
聘会，提供招聘岗位1500个。
相比去年同期，来校招聘用

人单位数量增加10家，岗位
增加500余个。目前，共有110
名毕业生通过校园招聘会与
用人单位正式签约。

近年来，学院以供给侧
改革和社会市场需求为导
向，突出内涵建设和特色发
展，高度重视学校人才培养
工作与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相
结合。截止到2017年7月，已
向社会输送1 . 2万余名毕业
生，其中荣成地区就业近600
人，威海地区就业1300余人。

荣成禽蛋产品出口创新高
荣成检验检疫局多措并举促进禽蛋产品出口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岳福
杰 姜小洁) 2017年前十个
月，荣成禽蛋产品出口388批、
1 7 9 5 . 3 1吨，同比分别增长
19 . 40%和12 . 84%，禽蛋类产品
出口数量持续增加，出口量创
新高。目前，荣成辖区共有出
口禽蛋备案养殖场5家，出口

禽蛋加工企业7家，出口产品
主要为冻粘粉鹌鹑蛋、鸡蛋排
等产品，出口国家主要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

为有效促进禽蛋产品出
口，荣成检验检疫局采取多项
举措，加强养殖源头监管，严格
动物疫情防控，优化监管模式，

助推禽蛋产品出口，促进出口
食品农产品贸易健康快速发
展。

强化备案养殖场监管，严
格疫情防控，科学开展出口禽
蛋源头风险监控工作，提升源
头管理水平。强化出境禽蛋产
品流程管理，充分利用中国电

子检验检疫系统，合理开展出
口禽蛋产品检验，提升出口禽
蛋产品验放速度，优化检验检
疫监管模式。强化服务意识，提
高服务效能，严格落实各项帮
扶措施，深入开展企业对外推
荐注册工作，不断帮扶企业扩
大出口市场。

经济开发区进一步完善项
目推进体系，为客商营造更加良
好的投资软环境，各个部门努力
为投资项目提供更为优质、高
效、科学、便捷的服务，确保项目
早开工、早投产，全力推动开发
区转型优化发展。

张利琴 刘玉海 王思思
市人民医院加大医疗设备

投入，新增手术监控器等一大批
先进设备，使医院的医疗设备趋
于齐全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对疑
难疾病进行准确诊断和治疗的
能力，成为一所具有较高水平和
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综合性医
院。

王安
市人民医院在加大医疗设

备和环境建设投入的同时，狠抓
医德医风建设，致力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坚持以优质的服务、高
超的技术、一流的质量、细心的
护理、低廉的价格和安心舒适的
就医环境，全心全意为广大患者
服务。

刘岩
11月9日，荣成市公安局治安

大队民警应荣成市世纪小学幼
儿园之邀，上了一堂以“我的安
全我关注”为主题的安全防范教
育课，努力为校园营造稳定安全
的环境。

隋壮志
11月8日至10日，荣成市人民

医院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包扶的
崖西镇大山口村为400余名村民
进行义务体检。医院根据包扶村
实际需求，安装监控系统，设立
扶贫爱心基金，解决村民的实际
困难。

王伟伟
11月7日，荣宁派出所接指

令：一涉嫌诈骗犯罪的网上逃犯
张某在辖区活动。了解情况后，
民警展开走访查控，于17时50分
许在文化东路某办公室内将张
某抓获。经查，今年8月22日，张某
因诈骗罪被吉林警方列为网上
逃犯。

于瑜
11月9日，荣成市供电公司供

电服务人员，来到石岛镇盛家村
农村淘宝基地，为盛家烧饼在内
的多家电商开展安全用电检查，
确保“双十一”期间农村淘宝安
稳用电。

韩天凯 连新强

速读

耄耋老人点赞医者妙手仁心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王

伟伟) “我为神经内二科全
体医护人员点赞！”11月8日，
家住荣成市里的90岁军休干
部孙大爷，在两个女儿的陪
同下把一面锦旗送到荣成市
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感谢
医护人员让自己“重生”。

据悉，孙大爷患有前列
腺癌转移引起的癌栓、高血
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去年

10月份，孙大爷病重，呈嗜睡
状态，无法正常说话交流，无
法自主配合医生查体。经检
查，神经内二科周云雁主任
诊断其患有脑梗死。随后，医
生给予抗血小板、调脂、营养
脑神经及肢体功能锻炼等对
症支持治疗。经及时治疗后，
孙大爷神志逐渐清晰，四肢
肌力也恢复的很好，病情明
显好转后出院。

自那一次获得重生后，
孙大爷就对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二科就充满了信任和依
赖。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孙大
爷一感觉到头晕，就马上让
儿女把自己送到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二科。“这里的医生技
术好，不管哪里不舒服，我就
觉得只要来了这儿，医生肯
定能给我治好”，孙大爷说，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和康复，

自己身体恢复得不错，这多
亏了荣成市人民医院高超的
技术和优质的服务。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紧
紧围绕“以病人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全力提升医疗技术，
注重优化服务流程，患者满
意度显著提高。今后，医院还
将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
的服务满足全市人民不断提
升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草草莓莓长长得得好好
摘摘叶叶有有讲讲究究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 (宋华
杰) 叶片是草莓进行光合作用
的器官，但病叶和老叶制造的光
合产物抵不上自身的消耗，且容
易发生病害。因此，荣成市蔬菜生
产办公室工作人员指出，在新生
叶片逐渐展开时，要定期去掉病
叶和老叶，以减少草莓植株养分
的消耗，改善植株间的通风性，减
少病虫害。

草莓植株在一年中新老叶更
新频繁，在生长季节，当植株下部
叶片呈水平着生，并开始变黄变
枯时，应及时从叶柄基部去除。去
除老叶时，一只手扶住植株，另一
只手拿住叶柄，轻轻地将整个病
叶或老叶擗下来，注意将叶鞘一
并去除，防止托叶鞘传染病害。发
现病害叶片，及时摘除装袋，带出
草莓园集中烧毁深埋处理，以减
少病虫害二次传播。

关于摘叶的时间点，也是颇
有讲究。缓苗后进行第一次摘叶，
主要去除枯叶和烂叶。地膜覆盖
前进行一次摘叶，留3片成叶。需
要注意的是，这两次摘叶后需立
即打药，且茎基部伤口要喷到药
水。此外，盖膜到结果期间，根据
实际情况摘叶，只要植株长势正
常，叶片机能健全，满足通风透光
的条件，也可不摘除叶片。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房
锐) 日前，反映荣成新农村
建设成就的电影《美丽小渔
村》在央视首播，引来众多好
评。电影播出后，故事背景取
材地——— 荣成市成山镇河口
村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美丽小渔村》是一部反

映荣成新农村建设成就的电
影，由著名剧作家袁学强担
任编剧，著名导演王坪任总
导演。日前，《美丽小渔村》在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进行了
首播，引来众多好评。影片播
出后，故事背景取材地———
荣成市成山镇河口村也引起

了广泛关注。
荣成市成山镇河口村

坐落在胶东半岛的最东端，
是拥有500多年悠久历史的
小渔村。河口村落呈方形，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势
西高东低，远望群山相连，
亭阁相望，山上林木郁郁葱

葱，海天一色，素有“世外桃
源”之称。如诗如画的河口
渔村，至今仍保存着纯真古
朴的渔家民俗，这里引人入
胜的碧海蓝天是名副其实
的天然氧吧，渔家人的热情
豪爽给都市人提供了理想
的休憩港湾。

电影热播带火“小渔村”

秋检
11月10日，荣成市供电

公司按秋检计划，完成了110
千伏古塔站检修工作，消除
了主变附件紧固、套管渗油
等问题，并对主变与停电设
备开展电气试验。本着“一停
多修”多修的原则，工作人员
同时对其他4条配网线路开
展了检修。

韩天凯 张人婕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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