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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管理区立

足基层建设，稳抓综合

治理，在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上破题点睛，在基

层建设、品牌打造、队伍

建设、网格治理等方面

多点发力，重点发挥街

道、村(居)两级力量，深

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整合基层涉法

部门职能，最大限度地

吸纳社会力量服务社会

建设，实现法律援助、法

律咨询、人民调解等一

条龙服务，实现“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街道”，

一公里内解决群众问

题。

黄静

近日，我区鸿德生

物和中磊科技获批年威

海市级工程实验室，宏

业食品获批威海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

自收到威海市发改

委申报通知以来，区经

发局积极联系相关企

业，根据企业创新平台

发展现状和评审标准，

主动协助企业准备申报

材料，反复修改完善，并

及时与上级发改部门沟

通对接，使三家企业获

批。

翟璐谣
10月12日，全区重

点工作高度会议召开，

会议指出，争时间，抢速

度，积极做好第四季度

重点工作，确保完成全

年工作任务。

杨志礼

在困难中捕捉和

创造机遇，让疫情危机

变成发展转机。这句话

是对威海维赛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的真实

写照。2020年1—8月份

该企业完成营业收入
22460 . 11万元，同比增

长302%，利润501万元，

同 比 增 长 5 6 % ，纳 税
1783 . 4万元，同比增长
773 . 32%，企业出现新的

发展机遇。下一步，企

业将扩大研发和生产

能力，拟新建1个PI材料

研发生产基地，加强新

材料的研发，进一步丰

富产品种类，扩大产

能，满足不断高涨的国

内和国际市场需求。

付明 李红岩

简讯非遗工作者与业务骨干齐聚石岛
日前，“山东省非遗保护经

验交流现场会暨全省非遗保护
工作业务骨干培训班”在石岛
举行，来自省内各地区以及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非遗工
作者与业务骨干们，齐聚一堂，
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探讨进步，
使我省非遗保护事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有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文旅厅主
办，山东省文化馆、威海市文旅
局、荣成市文旅局承办，威海市
群众艺术馆、荣成市文化馆、荣

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

活动中，山东省非遗保护
中心与荣成泰祥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资金捐赠仪式。荣成非
遗保护单位——— 泰祥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对非遗事业的支持，捐出
5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

培训中，专家为学员们做
了精彩的授课，分别就非遗的

现代价值、如何做好非遗工作、
新时代非遗保护面临的机遇挑
战、非遗与文旅融合、非遗的记
录与抢救几大方面为学员们进
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解读，传授
了宝贵经验；来自济南市、青岛
市、青州市、荣成市、荣成泰祥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们，
就近年来的各自非遗保护工作
的特色与亮点做了典型发言，
开拓了大家的工作思路，极具
借鉴意义。

（石宣）

截至7月底，石岛重工已实
现收入1 . 96亿元，产值2 . 7亿元，
在手订单4 . 2 7亿元。去年9月企
业与卢旺达签约制造FRSS-分
离器后，石岛重工与江苏海洋大
学机械与海洋工程学院进行国
内首次联合研制。该设备体长
22 . 6米,直径3 . 38米,重量123吨,

置入水中20米以下 ,作业条件复
杂,设计难度大。主要用于开发收
集湖泊、沼泽地产生的甲烷等气
体进行分离 ,深加工后用于新能
源等领域。

企业在3月份生产完全恢复
生产后，抢时间赶制像FRSS-分
离器一样前期签订的订单，下半

年将集中进行交付，现在各车间
均满负荷生产。

随着下半年各大石油炼化、
煤炭化工及精细化工行业项目
逐步启动，压力容器市场走向看
好，石岛重工抢抓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正在重构创新版图之
机，新签订单稳步增加。特别是

公司在产品科技创新、产品结构
优化、市场议价能力、产品附加
值等方面的培育，使公司盈利能
力大幅度提高。本年已缴纳各项
税金1045万元，较上年增加294
万元，增幅39%。

目前企业继续加强市场开
拓，扩大市场份额，大量补充高质

量订单，为后期生产做好储备。同
时发展智能化、数控化车间。通过
引进智能化焊机等设备，精准完
成工作的同时减少人工需求。现
已尝试引进一台焊接机器人，并
取得一定成果。部分供应商已取
得车间数据，正在制定改造方案。

(付明通 李红岩)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检查集市违规鼠药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到夏庄、斥
山、上庄等地开展鼠药检查及
相关普法活动，严厉打击违规
售卖鼠药现象，引导科学防治
鼠害。

在现场，工作人员先在集
市上悬挂了“严禁无证经营农
药鼠药”条幅，并向周围群众
发放《杀鼠剂经营、购买须知》
等明白纸，宣传选用安全、低
毒药剂或用物理方法灭鼠，呼

吁到正规农药店购买农药，同
时联合执法人员对集市上流
动商贩出售农药、鼠药情况进
行仔细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个别摊位
还摆有少量农药鼠药，工作人
员及时制止其售卖行为，并移
交执法人员处置，并再次向摊
主强调售卖农药必须持有农
药经营许可证，尤其鼠药属于
限制使用农药，还得有省厅核
发的限制使用农药许可证，集

市上不具备农药售卖条件，摊
主了解后表示再不会违规出
售农药了。

此次活动共发放相关宣传
材料、明白纸等2000余份，通过
实地检查和普法宣传，提升了
广大群众对鼠药安全的认识，
营造了守法经营的社会氛围，
我们今后也将会加大检查力
度，切实保障农业生产和人身
安全。

(殷红梅 )

多措并举做好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
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的不

断发展，农药包装废弃物问题也
随之显现，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工作，取得一
定成效。

一、高度重视，广泛宣传。
结合农药市场实际，召开农药
工作调度会，研究制定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方案，规范《农药
包装废弃物集中存放点应急处
置制度》、《农药包装废弃物存
放点安全管理制度》等制度上
墙。通过三下乡等活动，发放农
药包装废弃物明白纸和宣传标
语，对我市农药经营单位和农
产品生产基地开展普法宣传，

鼓励农药使用者妥善保管药
袋、药瓶，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
氛围，共发放明白纸等8000多
份。

二、全面部署，定点回收。
建立健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
收体系，在农药经营单位和农
产品生产基地设置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设备，用于暂时存
放使用者交回的农药药瓶、药
袋等。目前在农药经营单位已
设置了2 5 0多个回收点，生产
基地有2 0 0多个，还特别在虎
山镇设有专门的农药废弃物
回收场所，用于集中存放各单
位回收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截

至目前，已回收农药包装废弃
物10余吨。

三、加强检查，落实到位。推
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制度，设
立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登记台
账，加强对废弃物回收情况的统
计管理，共发放回收台账500多
本。工作人员不定期下乡检查，
督导严格执行农药包装废弃物
回收标准，确保辖区内农药包装
废弃物及时入库存储，打包好分
类存放，做好安全措施，切实减
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生态环
境，进一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

(殷红梅 姜丽君)

杀鼠剂经营、购买须知

杀鼠剂做为一种特殊
的农药，大部分为剧毒、高
毒农药，被列入国家禁用农
药名单的杀鼠剂有：氟乙酰
胺 ，甘 氟 ，毒 鼠 强 ，氟 乙 酸
钠，毒鼠硅；被列入国家限
用农药名单的杀鼠剂有：氟
鼠灵、敌鼠钠盐、杀鼠灵、杀
鼠醚、溴敌隆、溴鼠灵。《农
药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
四条：“国家实行农药经营
许可制度”。凡从事农药经

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应
该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
农药经营许可证。

在此提醒农药经营单位
和个人，诚实守信、依法经营；
也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到正
规的有资质的农药经营单位
购买所需要的杀鼠剂，避免因
购买、使用违禁杀鼠剂触犯法
律法规，对人身安全造成不应
有的损失。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倡议书

农药是现代农业生产的
基本生产资料，随着农药使
用范围的扩大及使用时间的
延长，人们在享用方便的同
时，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农
业生产安全隐患，那就是农
药包装废弃物。

农药包装物主要是塑料
瓶，塑料袋，玻璃瓶，铝箔袋，
纸袋等。大多数农药使用者
对于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处理
方式是随手扔在田间地头。
如果说农药的使用对食品安
全产生是直接影响，农药包
装随意被丢弃对环境和农产

品的二次污染问题则是隐形
的，特别是对土壤和地下水
源的污染，严重威胁着生态
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按
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要
求 ，在 全 市 开 展 农 药 包 装
废 弃 物 回 收 工 作 ，号 召 广
大市民积极参与此项利国
利 民 活 动 ，将 农 药 包 装 废
弃 物 送 回 农 药 店 ，减 轻 农
业 面 源 污 染 ，保 护 生 态 环
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为 建 设 美 丽 荣 成 贡 献 力
量。

农农 安安 专专 栏栏

港湾街道开展依法信访宣传活动
10月15日，石岛管理区港湾

街道陀山社区组织开展“依法信
访”宣传活动。

港湾街道陀山社区先锋夜
巡队、花园夜巡队队员们在小区
巡查的同时，走进辖区门市、小
区内、滨海公园发放依法信访宣

传资料，向居民讲解如何依据
《信访条例》正确有效信访、避免
误区再信访等，告知居民如遇到
不合理、不合法问题时应该及时
咨询专业律师，法律才是解决问
题最好的途径。

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居

民的依法信访意识，增强理性
维权的观念，树立“依法信访，
理性维权”理念，努力营造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
环境。

(王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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