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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文登时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来，赴一场有“杏”一遇的约会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金

秋，乃是银杏初熟之时，最美的季
节，没有见到最美的风景，是遗憾
的事；在古老的泽头镇，竟然有一
处世外桃源般的好去处，随处可
见的银杏树，那满树尽披黄金甲，
满地尽洒黄金叶的金黄天地，还
有遗憾吗？这个秋天你不能不来！
10月24日至11月22日，2020年文
登区泽头镇第二届银杏文化节将
盛大举办，三大景区，三大主题邀
您共赏同乐。

据了解，本届银杏文化节由
中共泽头镇委员会、泽头镇人民
政府主办，威海金泽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威海宏涛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承办，眠虎岭银杏园、铭
景银杏园、大宋家银杏园、孔格银
杏园、威海海羿馨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泽头镇锦泽鸽业有限公司
协办，将分别在眠虎岭景区、大宋
家景区、孔格景区分三大主题举
办。

其中，眠虎岭景区为亲子主
题，10月24日上午10：18开幕，开
幕式将为游客带来古筝表演、女
子乐坊演奏、萨克斯演奏梅兰梅
兰我爱你和北国之春、民族女歌
阳光路上和春天的芭蕾、舞蹈江

南水乡、器乐演奏乡间的小路和
上海滩、舞蹈仙女送福等10余个
节目。农产品展销则汇集了苹果，
丑梨，蒲公英、银杏产品、西洋参
酒、西洋参产品、花生、地瓜、特色
鸽子产品等数十种泽头本地农产
品。万人品鉴美食汇则将泽头当
地的特色美食聚集，，再邀请各地
的特色美食商家加入,如冰糖葫
芦，糖画，秋后奶茶，激情冰淇凌，
火爆鱿鱼，旋风薯塔，烤香肠等，
在银杏节园区内开辟一条长30
米，拥有10家摊位的美食小吃街。

“永葆童心”亲子嘉年华则让孩
子，家长共同分享与参与游戏玩
具的乐趣，让孩子们在游戏中锻
炼，在锻炼中快乐。亲子采摘游主
要推出“品味大山苹果、徜徉果香
秋韵、感受泽头风情”为主题的入
园采摘活动，以苹果为载体，乡村
游成为了泽头的特色和方向。儿
童绘画活动则为游客提供50套画
板和绘画工具，邀请区少年宫的
小朋友现场作画，用五彩画笔描
绘出眼中最美丽的画卷。同时还
将举办短视频大赛，游客以活动
现场为背景，拍摄15秒钟以上的
抖音、快手视频，发布并获得30个
赞或视频转发10次以上，可到活

动方领取精美纪念品一份，另根
据视频质量进行评奖：一等奖
12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
800元。围棋、象棋比赛则设置棋
牌区，组织威海象棋协会和围棋
协会青年到银杏林进行象棋和围
棋比赛。同时，现场还将举办特色
农家宴开发培训，邀请名厨现场
以银杏和鸽子为食材制作各种美
食。

大宋家景区为康养主题，10
月31日上午10：18开幕，邀请区老
年体协组织太极拳表演团队到银
杏林中为大家展示太极拳表演，
由泽头卫生院联合烟台爱心药
业，在活动现场开展灸具展览、免
费推拿、艾灸体验、脉诊开方四个
环节活动，让游客近距离体会中
医文化，同时推出大姜、地瓜、苹
果、葡萄采摘休闲游，让游客在观
赏之余能够体验生态田园生活。

孔格村景区则为浪漫主题，
11月1日上午10：18开幕，邀请专
业艺术公司举办现场汉服秀，精
选了唐，宋，明具有代表性的服
饰，妆容，发髻，配饰由专业团队
倾心打造，极力展现传统文化之
美，为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绝伦的
华服视觉盛宴，同时，精心制作8

座不同主题背景合影框供游客拍
照，威海地区优秀摄影师2名免费
给游客提供摄影服务，让幸福快
乐定格在泽头镇银杏文化节，邀
请多名时装模特进驻银杏林，拍
摄时尚写真，既可留存为银杏节
的宣传用图，也可吸引和配合前
来观赏的游人一共合影，并与市
区婚纱摄影店联合，将银杏林作
为婚纱照的外景主场地之一。

在泽头镇蒲公英康养餐饮基
地，主推养生鸽子宴，结合银杏、

蒲公英等特色农产品打造泽头品
牌美食，主要有银杏鸽子汤、烤鸽
子、鸽子蛋、吊炉鸽子、卤鸽子、蒲
公英包子、蒲公英面、蒲公英鲜叶
等各类特色美食。

银杏节等您来,秋意浓郁，薄
雾轻纱似的笼罩着泽头镇，那一
树金黄的叶子是秋天最美的装
扮，一叶知秋，飘散零落在空中，
如蝶似梦，这般秋色，美得不像
话，你应在场……

(李艳杰)

10月24日至11月22日，泽头镇第二节银杏文化节与您相约

文登区工信局当好“三大员” 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根据山

东省《关于做好干部“进企业、进项
目、进乡村、进社区”攻坚行动的通
知》文件指示精神，文登区委、区政
府建立了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制度，
选派部分干部成立“进企业”工作
小组，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存
在的问题。文登区工信局积极与工
作组对接，与相关企业联络，结合

“进企业”攻坚行动和“千名干部联
系千家企业”活动，深入企业一线，
调研生产情况，了解企业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发
展，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当好企业联络员
为了督导企业抓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文登区工信
局配合工作组深入一线详细了解企
业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和落实情况，
指导企业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多渠
道为企业调配防疫物资，截至目前，
已累计为企业解决口罩15 . 6万只，
落实消毒用品11977斤、额温枪73
个。同时，在企业开复工、重点项目
进展、劳动力短缺以及目前问题困
难等方面，梳理确定了下一步服务
的重点方向，制定了相应的服务和
工作对策并迅速开展工作。

做好企业宣传员
工作组以企业生产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强化为企服务
意识，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助力企
业生产发展。疫情期间，文登兴文
新材料有限公司积极无偿捐赠消
杀用品，为了不影响企业的经济效
益，工作组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联
系，尤其是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的
宣传工作上，得到了企业好评与感
谢。1-8月份文登兴文新材料有限
公司的产值不降反增，与去年同期
相比翻2番。

目前，双力板簧机器人改造项
目已进入设备的安装调试阶段，不
日将实现人工智能化操作，大大降
低了对人力的依赖，企业产能将得
以成倍增长。

威海海羿馨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蒲公英文化节”系列活动通过
CCTV17《致富经》栏目、学习强国、
齐鲁晚报等媒体宣传报道后，企业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大大提升，活动
影响力大大提高，仅在文化节期
间，就带动销售蒲公英产品2000多
斤，收入40多万元。

干好企业服务员
针对威海市三威面粉有限公

司、山东芸祥绣品有限公司等企业
的融资需求，工作组第一时间与有
关银行相关负责人对接，协调解决
相关问题。邀请财政局有关科室及
银行到分包企业宣传讲解“信财银

保”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帮助

企业充分了解如何借助平台有效

破解银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难

题；通过信用等级评定、担保分担

风险、银行定制产品、财政资金增

信等方面获取信贷担保和信用贷

款以及应急转贷服务。在工作组的

努力协调下山东芸祥绣品有限公

司成功获得了500万元信用贷款，

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截止目

前，已累计为企业协调贷款共计
2250万元。

多年来，文登区工信局始终坚

持服务保障工业企业稳步推进、快
速发展，发挥自身职能和资源优
势，聚焦企业当下贸易订单、招工
用工、融资贷款、政策落实方面的
突出问题，保持与企业的紧密联
系，多走访、多调研，当好企业的联
络员、宣传员、服务员，尽最大努力
帮助企业克服困难、达产达效，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促进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

(李聪 徐妍)

文登区工信局指导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近日，

文登区工信局“双包双促”工作小
组结合文登区正在开展“无废城
市”创建工作，深入全区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指导企业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开展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
用，切实推动了全区工业企业实现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文登区工信局工作人员先后
到航华工贸、盛塬建材等走访调
研，详细了解各企业的工业固废资

源综合利用情况，积极宣传《工业
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管理
暂行办法》和《国家工业固体废物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等产业政
策，指导企业加快工业固废资源综
合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
推广应用，提升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水平。

截止目前，文登区现有工业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13家，年综合
利用粉煤灰、炉渣、硫酸渣等工业

废弃物23万吨左右，年产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15万多立方米、粉煤灰
砖2000多万标块、水泥6万多吨。初
步打造了完整的固废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链，工业固废实现了就地消
化、当年全部消化，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率达到了96 . 8%，成为加
快全区工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为文登区生态文明建设和

“无废城市”创建做出了贡献。
(李聪 王新堡)

残疾人脱贫奔康项目

(一)政策依据
《关于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结对助残扶

贫”活动的通知》(威残联[2019]8号)。
(二)扶持对象及标准
扶持对象：贫困残疾人家庭。优先帮扶建档

立卡的贫困残疾人家庭，特别是建档立卡中的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贫困残疾人家庭。

扶持标准：每户给予2000元扶持资金，主要
用于帮助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发展创收项目，增
加家庭收入，改善生活状况。

(三)办理流程
1 .制定计划。市残联结合各区市、开发区贫

困残疾人状况，与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共同制
定年度任务分配方案，下达各区市、开发区执
行。各区市、开发区残联会同本级党委组织部、
财政局具体组织实施。2 .调查摸底，确定帮扶对
象，以村、社区为单位将拟帮扶对象进行公示。
3 .审批建档。基层党组织填写《威海市“基层党
组织结对助残扶贫”项目申请表》，逐级送镇(街
道)、区残联审批。镇(街道)、区残联建立帮扶对
象档案报送市残联备案。4 .落实帮扶措施。区残
联协调同级财政部门将扶持资金下拨到镇(街
道)残联，镇(街道)残联按照每户不高于2000元
的标准为其购买生产资料、发展致富项目等，并
发放到户到人。5 .总结验收。于每年11月底前，
以书面形式将帮扶贫困残疾人数量、家庭增收
情况、投入资金数量以及项目执行情况总结上
报市残联。

(四)承办部门和联系电话
各镇、街、金山管委残联，区残联教育就业

部电话：6083031。

文登区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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