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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提高工伤职工伤残待遇
本报荣成9月1 0日讯

( 王 国 平 王 昊 ) 根 据
相关规定，荣成市自2 0 1 8

年1月1日起，提高2 0 1 7年
1 2月 3 1日前领取伤残津
贴的 1 - 4级工伤职工、经
批准领取生活护理费的
工伤职工和领取工亡职
工供养亲属抚恤金人员
的工伤保险待遇。

符 合 条 件 的 1 - 4 级
伤残职工每人每月分别

按 1 8 0元、1 7 0元、1 6 0元、
1 5 0元增加伤残津贴；生
活护理费以 2 0 1 7年度全
省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
数发放；供养亲属抚恤金
配偶每人每月增加6 3元，
其他供养亲属每人每月
增加4 7元，孤寡老人或者
孤儿在上述标准基础上
每人每月再增加1 6元。调
整上述待遇所需费用，已
参加工伤保险的，从工伤

保险基金支付；未参加工
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
付。

据了解，全市符合条
件的工伤职工 1 2 1人，供
养 亲 属 4 1 5 人 将 因 此 受
益。2 0 1 8年1月至8月待遇
增加的部分，工伤保险经
办机构将于9月底前全部
补发到工伤职工和供养
亲属手中，1 0月起按月发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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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COSMOPlat房车示范基地落户荣成
有利于推进荣成房车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推行“党员连四邻”，唱响乡风文明新风尚
港西镇发挥农村党员作用，推动乡村和谐发展

乡风文明是弘扬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实现乡
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荣
成市港西镇为提升村民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精神风貌，通过
落实“党员联四邻”活动，不断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着力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

“党员联四邻”，农村党员
示范带动倡新风

“党员联四邻”即由村党
支部将村居划分为若干个小
组，安排村党支部委员或有威
望的老党员、老干部担任组
长，将村民分组平均分配给每
位党员，要求党员每月至少上
门走访一次并建立走访台账。
党员在“串门”过程中宣传方

针政策，公开党务村务，倡导
文明新风，并了解群众诉求，
借此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战斗力。“以前我虽
然是党员，但是不知道该干点
什么。自从有了‘党员联四邻’
活动，我有了具体的联户对
象，他们的大事小事，都是我
的事。”港西镇西星日村党员
王志军说。

“党员联四邻”，百姓受益
助力富农乡村梦

港西镇东星日村以种植
无花果和地瓜为主，并有东星
日无花果合作社。为突破本地
无花果种植集中、成熟上市集
中导致的果贱伤农瓶颈，村党
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唐喜广
发挥党员带领引导群众致富
作用，在山大(威海)分校专业

教授的技术指导下，在自己的
无花果地摸索实验，历时两年
终将“富硒”无花果试种成功，
果价翻倍。为了让村民的果子
都能卖上好价钱，唐喜广无偿
将技术推广。从今年春天起，
全村有18户加入了“富硒无花
果”试种大军。为了让“富硒”
无花果带动更多村民致富，唐
喜广计划明年将“富硒无花
果”在全村推广。

富硒无花果致富先锋队
正是践行了“党员联四邻，四
邻带一群，一群带全村”模式，
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的腰包
鼓起来，助力富农乡村梦。

“党员联四邻”，拉近党群
关系助推新风尚

联系和服务群众是基层
党组织的核心职责。“党员联

四邻”的做法既接地气又简便
易行，使党员服务群众变“无
形”为“有形”、变“一时”为

“随时”，极大拓展了农村党组
织服务功能，实现了党员对群
众的贴近、贴心服务。

“‘党员联四邻’让我们乡
亲近邻的关系更密切了，有时
出远门来不及收晾晒的果干，
只要我们的‘党员邻居’看到
了，就会帮我们收。谁家有个

头痛脑热的，我们的‘党员邻
居’也会跑前跑后帮忙。”旭口
村村民王晓静说。“党员联四
邻”活动使每个党员都有固定
的联系服务对象，让松散的群
众被重新组织起来，使村级党
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
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落实
到了家家户户，用实际行动唱
响了乡风文明新风尚。

(张月玲)

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荣成9月10日讯(刘俊
君) 9月7号，房车行业海尔工
业互联网平台COSMOPlat示范
基地揭牌暨荣成市政府·海尔·
康派斯车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在康派斯房车产业园举行。海
尔工业互联网平台房车示范基
地落户荣成，将为荣成市房车
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为荣成市制造业转型升级

提供强大品牌效应和市场保
障。

近年来，荣成市聚焦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深入实施“互联网+
制造业”行动，加快推动传统产
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房
车、轮胎、离合器、电机等领域
涌现出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全
市共有房车生产和配套企业40

多家，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评
为中国房车产业出口基地。

COSMOPlat是海尔集团推
出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全球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
体验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康派
斯房车与海尔COSMOPlat平台
于2018年1月建立合作，平台通
过交互定制、开放研发、精准营
销、模块采购、智能制造、智慧

物流、智慧服务、智能产业全流
程赋能，将康派斯打造成全国
房车行业首个大规模定制互联
工厂样板，被列入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项目库优选项
目，康派斯也开启了与海尔集
团更深层次的资本合作，各方
投入优质资源落户于房车产业
园内，共建荣成房车产业良好
生态，将房车产业园打造成为

全国最大房车智能制造、研发
和生产示范基地。

到2020年，基地将形成从房
车模块、整车、服务贸易、供应
链金融、车联网、保税库、现代
物流的生态链智能制造及服务
配套体系，为园区内制造企业
赋能，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支撑及落地方案，推进荣成
房车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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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扬尘腥水违规行为

本报荣成9月10日讯(袁
琳琳 初丹丹) 连日来，好
运角旅游度假区扬尘腥水
综合整治办公室加强人员
值守和执法力度，通过多部
门联动，采取设卡检查、不
定时巡查等措施，进一步加
强扬尘腥水整治。

在度假区六中红绿灯
路口检查站，成大路马家疃
村路段等重点地段，度假区
扬尘腥水综合整治办公室
的交警、城管、巡警等部门
执法人员现场对大型运输
车辆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对
象大都是从成山、龙须区域
装载渔获物、盐渍海带等运
往其他镇区的车辆，由于防
护措施不到位，车上装载的
渔获货存在遗撒污染路面、
车体外表附着污物等情况。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对货
主、驾驶人员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处罚。
近期，度假区扬尘腥水

综合整治办人员在六中路
口设立检查站，全天候24小
时不间断执勤检查；还成立
动态巡查组，对渔港码头集
中区域和重要路段进行流
动巡查，严厉查处运输车辆
腥水泄漏、未覆盖遗撒、车
体外表附着污物等各类违
规行为。

针对本月初休渔期结
束，渔获物运输进入旺季的
实际情况，为遏制开捕后扬
尘腥水违规行为反弹，度假
区强化联合执法小组人员
和车辆配备，加强执法检查
和整治工作，在渔港码头附
近建立全方位覆盖、全天候
管控机制。自本月初开海以
来，共检查车辆200台次，有
效杜绝道路滴漏遗洒现象
发生。

线路改造
7日，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夏庄供电所作业人员，赴夏庄镇丁家村农网作业现场，对老化架空线

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此前，该村已完成37基新电杆设立、变压器容量升级为200千伏安等工作，解
决了该村变压器容量不足、配网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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