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金百合假日酒店

服务生 10 3000-4500

荣成市观海中路76号 15554571777
保洁 5 2200-2800

服务员 5 2800-3500
厨师 2 3000-5500
吧员 5 3000-5000

9 荣成市君众贸易有限公司 外卖送餐员 20 5000-8000 荣成市悦湖路 15163187000

10 荣成市住宅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2 8000-13000

观海中路171号 0631-7950777

技术负责人 2 5000-8000
技术员 6 4000-7000
预算员 4 5000-8000

安全科副科长 1 5000-7000
安全员 6 4000-6000

塔吊装拆工 2 4000-6000

11 威海叁元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业务 5 2400

威海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0631-3892655
设计 2 2000

12 山东通泰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车间普工 2 4500-6000

荣成市黎明南路88号 0631-7555607质检员 1 2500-4000
化验员 1 250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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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湾西岸线修复项目顺利验收

本栏目信息由荣成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发布 联系电话：7571533

速读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双提”精神，
进一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患者就医
满意度，石岛人民医院针对近期发生
的服务态度投诉以及在日常巡视中发
现的问题，于10月30日下午在门诊四
楼学术报告厅召开了“窗口及医技科
室提升服务质量总结分析专题会”，各
窗口部门以及医技科室参加了会议。

于新娇
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倡树志愿

服务理念，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市朗读协会共同举
办了“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我
的志愿故事”宣讲大赛，荣成市石岛人
民医院白衣天使志愿服务队积极报送
参赛作品，志愿者蓝青芳参加演讲比
赛成功进入复赛，并荣获优秀奖！

袁翠英
从10月28日起，已有12只大天鹅飞

临石岛湾桃园度假村南海域栖息。近
年来，管理区加大措施，搞好自然生态
和环境保护，在八河水库周边和石岛
湾等沿海区域，每到冬季，都会有上百
只大天鹅与数百只野鸭、白鹭等鸟类
觅食嬉戏，翩翩起舞，为石岛的冬天增
添了一抹靓丽的风景。

杨志礼 房桥进
10月18日，荣成市荣通船业有限

公司加油站书面申请注销该公司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号：鲁威
(荣石)危化经[2016]000002号，有效期为
2016年4月26日至2019年4月25日，许可
内容：柴油)。依照法定程序，区经济发
展局安全生产监察中队受理了该公司
的申请，并对该公司加油站下达了《关
于停止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通知》，
告知该公司加油站：注销期间请严格
按照危险化学品条例等有关规定，停
止一切经营活动。10月23日，经荣成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确认同意，发布

《关于注销荣成市荣通船业有限公司
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公
告》，予以注销。

肖华超 郑晨阳
近日，鸿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与沈阳药科大学合作成立本科生教
学实践基地、研究生科研基地，沈阳药
科大学党委书记吴春福、沈阳药科大
学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孙宝山院长
公司董事长周伟为“沈阳药科大学研
究生科研基地”“沈阳药科大学功能食
品与葡萄酒学院本科生教学实践基
地”进行了揭牌，并签订了共同研究开
发《鱼蛋白小肽》的合作协议。

经宣
入秋以来，森林防火工作已进入

高发易发期，王连街道多措并举，坚持
早动员、早部署，扎实推进秋季防火工
作，确保做到“零火灾”、“零损失”。

赵红阳
为了更好地落实“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今年以来，管理区持续加大对
“黑出租”的查处力度，不断净化和规
范客运市场秩序，切实保障乘客的合
法权益。

石炫

全市推广富海物联监控系统
本报荣成 1 1月 5日讯

(渠鹏程 ) 10月24日，全市
涉氨企业安装物联监控系
统推进会在管理区富海水
产有限公司召开。相关区、
镇、街道安监中队长，尚未
完成物联监控系统的涉氨

制冷企业安全员共计200余
人参加。

会议查看推广富海水
产压缩机室物联监控系统。
按照市政府安委会要求，全
市构成重大危险源、有单冻
机设备的涉氨制冷企业，必

须安装物联监控系统，此系
统可将数据传送至荣成市
政府“智慧安监”平台，通
过对企业生产现场的动态
监控；实现对企业重点部
位、重点工艺、重大危险源
进行智能预警和联锁处置，

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会议要求，所有企业必

须按照要求于2 0 1 8年1 2月
底前，完成物联监控系统的
安装工作，没有按期安装物
联监控的企业，采取停产停
业直至关闭的强制措施。

本报荣成11月5日讯(刘
利强 刘国梁) 近日，省财
政厅、省海洋与渔业厅组织
专家对石岛湾海岸线进行联
合验收。经过验收，该项目建
设符合海域使用金支出项目
建设管理规定、建设内容和

投资符合要求，工程质量合
格，顺利通过验收。

石岛湾西岸线修复工程
位于港湾街道大渔岛西域，
项目建设主要使用省级海域
补助金建设，修复整治了石
岛湾西岸岸线410 . 46米，其中

斜坡护岸313 . 8米，砌石护岸
96 . 66米 。石岛湾西岸线修
复整治后，可有效保护陆地
岸线资源，保护海滨岸线附
件生产、生活设施安全，同
时，可缓解近岸生态质量，推
进滨海岸线的可持续开发利

用，将石岛湾西岸打造了新
的旅游亮点。目前所有建筑
及相关设施已经投入使用，
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预期
建设目的，充分发挥了财政
资金投资效益，为蓝色海洋
经济增添了活力。

人才招聘

晒鲅鱼
10月30日，在石岛湾畔

的桃园码头，渔民正在晾晒
鲅鱼。石岛湾畔的沿海渔民
自古就有用海水腌制鲅鱼
的传统习俗，腌制好后，抓
住晴好天气晾晒，加工成的
咸鲅鱼干品好味正。渔民还
把这一传统美食打入电商
平台，在网上销售，深受国
内外客户青睐和当地居民
的喜爱。

杨志礼 摄

赤山集团举行慈善基金捐赠
本报荣成 1 1月 5日讯

(王祖昌 ) 10月29日，赤山
集团慈善基金捐赠仪式举
行，赤山集团捐赠120万元
设立慈善冠名基金。荣成市
政府副市长王继静出席仪
式。

王继静在仪式上代表

市政府对赤山集团多年来
的善行义举表示感谢。她指
出，作为一家荣成土生土长
的企业，发展壮大的赤山集
团饮水思源，积极回报社
会，造福乡里。此次，赤山
集团捐赠120万元设立慈善
冠名基金，为其他企业树立

了榜样和标杆，希望广大市
民和企业积极投身到慈善
事业中来，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作为我市大型企业，斥
山集团近年来在不断做大
做强自身的同时，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
自我市开展“慈心一日捐”
活动以来，已为我市慈善事
业累计捐款超过1000万元，
先后荣获“山东慈善奖”以
及威海市慈善总会颁发的

“威海慈善奖”最具爱心慈
善企业等荣誉称号。

汤晓非获威海市首席技师荣誉称号
本报荣成 1 1月 5日讯

(经宣 ) 近日，2018年威海
市首席技师名单公布，石岛
管理区黄海造船有限公司
电焊工汤晓非荣获该项荣
誉。

汤晓非2 0 0 9年到黄海
造船有限公司，一直在一
线 从 事 焊 接 操 作 技 术 工

作。在工作中虚心向前辈
师傅们和工友请教学习，
认真练习业务技能，熟练
掌握空气压缩机油冷却器
(铝)的焊补、远洋鱿鱼钓船
螺旋桨(铜)的焊补。精通烟
大线客滚船海水管 (镍铜 )
的焊接技术。在公司承接
的600箱货船，到远洋鱿鱼

钓船、1 3 5 0 0吨水泥船、北
方最大的海监船-海巡11、
烟 大 线 客 滚 船 、
25000KWT、28000KWT多
用途集装箱船等各类船舶
建造工程中，积累了丰富
的解决镍铜铁合金、铜合
金螺旋桨气孔、夹渣等缺
陷 的 焊 补 技 术 难 题 的 经

验。
从参加工作以来，已带

领徒工6人，其中大部分已
成为技术骨干，并考核获得
中国CCS船级社和德国劳
氏GL船级社焊工证。其中，
1名徒弟在取得了三级技术
等级资格，2名徒弟考取了
四级技术等级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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