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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加快推进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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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为帮助符合条件

的企业申报中央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区投资促进局安
排专人负责，第一时间将通
知要求传达到每个相关企
业，并帮助企业完善申报材
料，对接市局，专程报送。共
为全区13家企业申报了23个
项目，可获得国家专项资金
21万元。年前服务贸易、电子
商务等奖励补助政策陆续兑
现，投资促进局将继续服务
企业保质高效完成申报工
作，助推全区经济转型发展。

原萍
近日，石岛人民医院肾

病科协同威海中医院肾病科
一同为患者成功置入腹膜透
析管，成为石岛人民医院首
例腹膜透析置管的患者，手
术圆满成功。

慕姗姗
为进一步提高火灾扑救

和工作协调能力，10月30日
上午，管理区农业综合局组
织全区防火模拟演练在宁津
街道办事处举行，60多人参
加演练活动。

李法科 张海东 张帅
荣成市是“全国海参养

殖加工标准化示范区”，海参
被农业部确定为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2018年海参养殖
水面20多万亩，海参总产量
占全国的1 6%以上。据海参
养殖户介绍，今年由于受高
温影响，深海养殖区海参部
分受灾，导致海参市场价格
稍高。

杨志礼
日前，石岛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病区上演了温馨的一
幕。患者田奶奶家属送来了
一面绣有“医德高尚 仁爱
之心”的锦旗，以感激科室全
体医护人员在田奶奶住院期
间对其精心的照顾、优质的
护理及亲人般的关怀。

崔岩霞
王连街道在产业项目发

展上，紧抓新旧动能转换的
利好机遇期，牢牢把握产业
链条的关键节点和支撑要
素，突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
赖，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做优
存量；以项目膨胀发展为支
撑，做大增量，做到在建项目
抓进度，新上项目抓服务，洽
谈项目抓落地，培育区域经
济发展的“王连项目区”。

赵红阳
管理区采取措施扎实开

展森林防火工作。一是加强
舆论宣传引导，实现宣传全
覆盖。二是加大排查安全隐
患，最大限度减少火情。三是
强化防火救援演练，高效处
置各类火情。

夏英华 辛欣欣 段晓磊

管理区农村改厕进入冲刺阶段
全区改造完工率已达到98%

本报荣成11月12日讯(夏英
华 辛欣欣 ) 为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自2015年农村
无害化改厕工作启动以来，管
理区始终把改厕当成重要的惠
民工程来抓。在具体改造过程
中，以在上级部署为指引，因地
制宜分类实施，科学安排分步
推进，细化措施高效落实，将压
力转化为动力，将任务看作使
命，将成效视为责任。掀起了

“厕所革命”的高潮。

截止目前，全区农村厕所
改造完工率已达到98%，惠及
群众2万余户，厕所革命已进
入最后阶段。为夺取改厕攻坚
战的最后胜利。我区各相关单
位和村居全力以赴多路出击。

科学施工突破地形地貌
的限制。经过2年多的改造，剩
余改造地质情况均相对复杂，
影响了施工进度，针对这一情
况，各相关单位在不影响改造
效果的前提下，将化粪池的深
度长度宽度与地形地貌想契

合，量体裁衣，依地而改，科学
布局，灵活改厕方式。

政策引导克服原材料上
涨的难题。进入2018年，针对混
凝土、沙石、人工成本均不同
程度上涨的现实情况，一方
面，市、区两级财政均加大了
财政补贴力度，有条件的镇
街、村居自身也加大了相应的
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施工监
理单位也主动把改厕的公益
属性放在首位，把经济利益放
在其次，顶住成本上升的压

力，与进度赛跑，与质量较真。
共聚合力整合共享各区

域的改造力量。在全区一盘棋
的大局观念下，各街道、村居
打破地域界限，加强交流合
作，跨区域联合施工，多部门
联动推进。从增加开工村数量
转变到增加完工村数量入手，
避免了广撒胡椒面，盲目摊大
饼的危险，集中力量攻克任务
重，条件复杂的村居，形成马
太效应，加快改厕全覆盖步
伐。

本报荣成11月12日讯 (付
明 杨志礼 ) 在管理区88公
里的海岸上，分布着上百家科
技创新型企业。以科技创新为
引领，管理区企业不断加快高
质量发展步伐，全区初步形成
了战略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多
种产品出口“一带一路”国家
的新格局，百里岸线成为真正
的黄金海岸。

作为全市产业转型的主
战场和产业创新链的前端，管
理区具有举足轻重的链长和
链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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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
鱼蛋白生物刺激素对葡萄生
长的作用、改善葡萄品质等方
面进行精准的数据分析和广
泛的市场应用研究。企业同时

与沈阳药科大学及沈阳药科
大学功能食品与葡萄酒学院
签订了共同研究开发鱼蛋白
小肽的合作协议。这是继鸿德
海洋生物成功设立袁隆平院
士工作站，致力于超级杂交稻
增产提质等四项世界级科研
课题攻关后，又一次创新之
举。由此，企业将创新触角延
伸到医药和功能性食品领域，
从而拉长了海洋生物高值化
产业链。

新兴产业蓬勃崛起，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也在不
断加快。

黄海造船有限公司近年
来每年技改和研发投入不低
于1 . 5亿元，主攻大型客滚船、
海洋工程船、多用途重吊船和
海巡船等高技术含量船舶的
研发。其研发的船用南极磷虾

高效加工设备系统，填补了国
内该领域的空白，推动了我国
南极磷虾船用配套装备新产
业的崛起。石岛重工不仅研发
制造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
化工用各类压力容器，还开发
出航天试验的真空舱、海水淡
化成套装置、航天火箭试验用
的液氧储罐等高科技产品。

在传统的食品加工领域，
管理区引导企业加快海洋生
物科技创新。泰祥集团泰斗产
业园通过提取青虾素制作有
抗氧功效的青虾素胶囊，同步
研发磷虾油提取等6个生物科
技项目。

在新能源利用上，管理区
引进了清华核能研发基地、水
发海水淡化等一批重点产业
项目。其中，核能研发与产业
化基地依托清华大学核能与

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核能技
术，建立先进核能协同创新基
地，共同建设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的高端研发创新区。

为夯实创新基础，管理区
注重引导和支持企业与高校、
科研院所合作，建立研发机
构，开展企业重要应用技术、
重大专项成果的研究，通过产
学研合作、建立技术中心和工
程试验室等形式激发企业科
技创新的内在动力，提高技术
持续创新能力。目前，全区入
选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
已达13项，占全市的三分之一；
已建成市级以上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4 6
个；生物科技集群规模增长
30%，高新产业比重达28%，高
新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20%。

人才招聘

交通运输监察中队全面“双提”
本报荣成11月12日讯 (张

琬茹) 为解决平时执法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做到全面“双
提”，石岛交通运输监察中队
组织执法人员于近日到威海
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学
习。

威海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支队安排相关负责人和业务
骨干与石岛交通运输监察中
队学习人员一起进行座谈交

流，介绍了支队的机构改革情
况、一些最新的行业动态和其
他的区域兄弟单位的执法现
状，通过探讨，学习人员对取
证过程、执法程序、证据保存、
行政诉讼等方面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随后，学习人员参观了支
队的全地域对讲机、高清执法
记录仪等执法装备建设情况，
并对支队的文书制作进行了

观摩交流，石岛交通运输监察
中队在文书制作方面一直按
照高标准、严要求、抓细抓实，
威海支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学习期间，跟随一大队的
三个中队进行执法现场学习，
查找平时执法过程存在的不
足。另外就威海交运集团反馈
的威海至石岛“黑车”问题，石
岛交通运输监察中队学习人员
与威海支队的执法人员进行了

联合执法，对疑似车辆进行了
警告、驱赶，并对相关投诉十分
的重视，及时进行反馈。

经过这次学习，石岛交通
运输监察中队执法人员了解
到目前工作的短板和不足，提
升了执法能力、业务水平，全
面响应“双提”工程，确保在以
后的工作中，更好地完善自身
素质，提升各项执法能力，规
范执法行为。

丰收
11月3日，王连街道店子村，果农毕书强

正在分拣、装运采摘下的红彤彤的苹果。金秋
时节，管理区农业综合部门积极引导农民创
新先进种植技术，苹果已经成为农民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

杨志礼 赵红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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