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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齐鲁·好客山东惠民季”在荣开启

近期，在港西镇巍巍村的的村委大院
里，志愿者正忙活着收拾秋收的玉米。据了
解，这些玉米都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种
植基地里收获的，今年能为村集体增收5万
余元。此外，在港西镇的山后鞠家村、西星
日和东星日村，今年村党支部也利用村委
大院等空地，投资了30万元安装了光伏发
电项目，9月份已经正式投入使用，目前为
止为村集体增收近3万元。

下一步，港西镇将继续利用好“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这一关键一招，重点发展经济
薄弱村的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致富，开辟强
村富农路。

(刘莉荣)

好运角度假区港西镇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助村集体增收

11月8日，2020“冬游齐鲁·
好客山东惠民季”启动仪式在荣
成市樱花湖体育公园隆重举行，
标志着为期近四个月冬季惠民消
费热潮再度来袭。副省长孙继业
出席荣成主会场活动。日本、韩国
驻青岛领事馆总领事，威海市委
书记张海波等有关领导、山东16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及相关文
旅、参与企业负责人出席活动

此次“冬游齐鲁·好客山东惠
民季”活动同时注重吸引外省和
目前身在中国的外国游客参与冬
游齐鲁。在荣成主会场启动仪式
上，日本和韩国驻青岛领事馆总
领事分别致辞，“境内外国人游山
东”采风踩线首发团当日出发，来
自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等9个
国家的在华外国人士参加。省里

将接待境内外国人游山东作为入
境游奖励对待，将吸引更多的境
内外国游客关注“冬游齐鲁”，畅
游“好客山东”。

近年来，荣成通过”自由呼
吸·自在荣成”城市品牌的打造，
不断优化旅游业态，深入开发大
天鹅主题文化、海草房民宿、渔家
风情、民俗文化等特色旅游资源，
打造“冬赏天鹅·夏游牧场”北方
滨海全季休闲型旅游。

山东“冬游齐鲁·好客山东惠
民季”这项重要文旅活动主会场
设在荣成并启动，是推动荣成冬
季旅游和全域游、全季节游，促进
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
遇，荣成将以此为契机，积极融入
全省旅游发展大格局，乘势而上，
奋发作为，为高标准建设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而努力奋斗。
作为“冬游齐鲁·好客山东惠

民季”启动仪式主会场的荣成，通
过精心策划为各地游客准备了

“冬赏荣成 暖身之旅”“赏大天
鹅、住海草房、吃渔家饭”“非遗过
大年”等丰富多彩的冬季主题文
旅产品。来成山头看第一缕阳光，
到天鹅湖赏“雪中仙子”，住海草
房品胶东风情. . . . . .冬日的荣成充
满了浪漫与热情，欢迎您的到来！

由30辆哈雷、30辆房车、200
辆自驾车组成的威海千里山海自
驾游车队，从樱花湖体育公园出
发，沿半岛环海路一路向北，经天
鹅湖、那香海。绵延的车队与蔚蓝
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优美海岸线
组成一道靓丽风景线，体现了荣
成冬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势头，彰

显了荣成自驾车旅游产品的独特
魅力和突出优势

(郭永泽)

好客山东文化旅游卡

覆盖省内100+热门国家级旅
游景区，景区有文化古迹类风景
名胜类、自然风光类、红色旅游类
等多种类型，持卡人开卡一年内
可免费一次或多次进入签约景
区。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和
齐鲁银行作为首批发卡行，也推
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除了景区
畅游权益之外，中国工商银行山
东省分行和齐鲁银行，为满足持
卡人多维的个性化需求，通过金
融与文旅的深度融合，不断提升
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还为办
卡用户配置了十几项高端专属权

益。好客山东文化旅游卡的申请
办理以及各项具体优惠政策详情
请查询“工商银行山东分行”微信
公众号、“齐鲁银行”微信公众号。

畅游景区方法

1 .客户享受景区游览权益，
须首先下载云闪付APP，并将申
办的好客山东文化旅游卡与“云
闪付”APP绑定。(预留手机号码
须一致)

2 .通过“云闪付-城市服务-
好客山东”专区，完成本人身份及
人脸信息采集。

3 .在线生成好客山东文化旅
游卡电子卡 (附个人照片及入园
二维码)

4 .持个人身份证件及电子卡
入园。

11月4日，荣成市——— 上
海市浙江商会招商推介会在
上海举行，荣成市代表团与上
海市浙江商会企业家一道，畅
谈务实合作新愿景，共寻互利
共赢新商机。上海市浙江商会
执行副会长、上海悦来港集团
董事长杜利峰等企业家参加
推介会。荣成市委书记包希安
致辞，市领导郑跃文、隋艳秋
参加活动。

包希安在致辞中说，荣成
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
海，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优
越的生态环境、便利的交通条
件，对日对韩经贸往来频繁，
是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中日韩开放合作先行区，有着
“中国海洋食品名城”的美誉。
近年来，荣成致力于新旧动能
转换、新兴产业发展和营商环
境优化，先后成为“全国文明
城市”、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首批“全国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热情
好客的荣成人民重信守诺、亲
商安商，是投资兴业的一方热
土。

包希安表示，“敢为天下
先、勇当弄潮儿”是浙商最鲜
明的特质，“唯旗誓夺、事争第
一，干则一流、出则精品”是荣
成人的干事标准。当前，荣成
正按照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和高质量发展部署，加快推进
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大力培植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
经济等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潜
力巨大、合作前景广泛，诚邀
各位企业家到荣成考察指导，
荣成将以最优质的服务、最舒
适的环境和最大力度的支持，
与企业家携力同行、携手发
展。

推介会上，对市科技创业
园、威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
产业园、服务外包产业园进行
推介。与会人员观看了荣成市
城市宣传片，参会企业家纷纷
表示，通过此次推介会，让他

们对荣成有了更深入地了解，
也增加了对荣成投资的信心。

上海市浙江商会执行副
会长、上海悦来港集团董事
长杜利峰表示，在推介会上，
全面系统地了解了荣成的产
业政策，尤其是产业园区人
才引进政策。下一步，将组织
在沪浙商走进荣成，更深入
地全面对接，投资兴业。上海
市浙江商会副会长、上海新
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
说 ：“ 这 场 推 介 会 很 有 吸 引
力。我们主要是做民办教育，
如果有机会，愿意到荣成去
探讨、交流。”

（郭永泽）

荣成市——— 上海市浙江商会招商推介会举行

11月4日，省农业农村厅
赵克伟处长一行 5人工作组
来荣调研耕地安全利用工作
情况。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及
荣成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领导
陪同。工作组一行现场调研
了荣成市耕地安全利用情况
及华峰、悦多果业反光膜回
收情况，并听取了耕地土壤

安全利用工作情况汇报。
为扎实推进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荣成市农业农村局针
对受污染耕地开展安全利用
相关工作，按照《荣成市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实施方
案》，确定“青岛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学院”为专家技术

支撑队伍。目前已完成耕地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划
分成果已通过省厅验收；在
小麦、玉米生育季采用相关
技术对受污染耕地进行安全
利用，经初步测算荣成受污
染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到
100%。

工作组对荣成耕地安全

利用工作给予肯定，并指出
耕地土壤污染复杂多样，具
有隐蔽性、累积性等特征，下
一步要根据农业生产实际情
况，探索出适合我市的安全
利用技术措施，切实做好荣
成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的稳
定与提高。

(毕秋兰)

近日，好运角度假区成山镇邀请好运
角消防中队，在北曲格村开展消防知识培
训会。

培训会上，好运角消防中队负责人通
过案例讲解等方式详细剖析了火灾的形成
原因，火灾的扑救、逃生与自救正确方式，
以及发生火灾后的报警、接警程序。并通过
现场演示等方式帮助大家掌握消防器材的
正确使用方法，让大家在实操实练中增强
村民应对消防安全事故的处置能力。

通过开展消防安全应急培训活动，既
宣传普及了消防安全知识，又全面提高村
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下一步，成
山镇将以“11 . 9国家消防日”为契机，组织企
业、村居开展消防安全系列活动，确保辖区
防火形势持续稳定。

(王国宇)

好运角度假区成山镇

开展消防安全应急培训

省农业农村厅工作组来荣调研耕地安全利用工作

为切实加强农村集市监
管，规范农村集市经营秩序，
今年以来，荣成市市场监管
局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了

“双打”专项整治行动，有效
净化农村集市经营环境。

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
重点围绕5个方面开展检查：
一是食品领域，主要以方便
食品、休闲食品等农村消费
量大的食品为重点，按照整
治任务清单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 ,切实保障食品安全。二是
产品流通领域，主要检查家

用电器、餐具、厨具等日用消
费品，以及复混肥料、磷肥、
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督促
经营者建立供货商档案和索
证 索 票 等 查 收 及 可 追 溯 制
度。三是药品领域，重点对药
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等
经营业户的经营行为进行全
覆盖式检查，严厉打击非法
销售理疗仪器、医用敷料、血
压计等产品的违法行为。四
是知识产权领域，加强知识
产权法律、法规的宣传，畅通
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举报投诉

渠道，强化商标侵权、假冒专
利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
五是反不正当竞争领域，通
过 期 集 监 管 和 投 诉 举 报 线
索，开展保健品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整治行动，提
升公众防范保健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违法行为辨别能力。
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按照
边检查、边整改、边提升的思
路，一手抓经营行为的规范，
一手抓违法案件的查办，通
过严格的监管，督促经营业
户认真履行主体责任。自5月

份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出
动执法人员1 2 0 0余人次，检
查各类经营主体670余家次，
立案查处50余起。

下一步，荣成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结合日常监管工
作，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普法
宣传、日常检查、行政处罚等
手段，持续加大对农村集市
各类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进一步规范农村集市经营秩
序，切实保护农村消费者合
法权益。

(盛华杰)

开展“双打”专项整治 提升农村“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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