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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下午，我区举行中
韩跨境电子商务推介会及项目签
约仪式，来自中韩两国业内19家
企业受邀参加。

会上，市政府副市长隋艳秋

作主旨推介，威海市政府驻韩国
办事处主任刘永胜、韩国中央日
报CH IAN LAB公司总裁韩友
德、韩国TOMO公司CEO高晓晨
等6位嘉宾分别致辞。

项目推介现场，管理区荣成
和信通跨境电商产业园分别与韩
国中央日报CHINA LAB公司、
韩国TOMO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意
向，将利用荣成先行先试的政策

优势、石岛口岸便利的通关环境
以及跨境电商仓储、配送等基础
设施条件，为中韩跨境电商业务
发展提供更优服务。

下一步，区投资促进局将优

化政策支持，覆盖跨境电商产业
各环节要素，力促全产业链发
展，推进外贸产业新旧动能转
换。

(投宣)

10月30日，一只大天鹅受伤
后，石岛人民即刻展开了一场接
力救援行动。

30日一大早，东山街道潭村
林家的村民林先生在自家耕地里
放牛时，看到一只大天鹅撞到了
农田上空的高压电线上，直接从
空中坠落。于是，他赶紧上前查看
情况，发现坠落的大天鹅在一处
麦地里扑腾着。

由于没有随身携带电话，他
第一时间将大天鹅临时抱回家
中，同时拨打了“110”电话报警。
很快，在“110”指挥中心的协调
下，石岛管理区相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来到了林先生的家中，将这
只大天鹅带走施救。当天上午，工
作人员安排专业人士对大天鹅的
伤势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为其打

了消炎针。经过几个小时的休养
后，大天鹅的状态逐步得到了恢
复，并且也符合放归的条件。

下午5时许，工作人员将大天
鹅带到八河水库，顺利将其放归。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大

天鹅陆续来石岛过冬，广大群众
早已将它们当成了贵客和冬天里
的美丽风景，人们保护大天鹅的
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每年都会有
受伤、落单的大天鹅被救助。

(石宣)

为全力保障今冬供暖季居民
供暖，水发集团石岛热电公司提前
谋划，认真做好石岛供热前各项准
备工作。11月2日，石岛热电公司技
术人员巡视检查设备热运营情况。

随着今冬明春供热期临近，确
保为石岛居民用户提供及时、稳
定、优质的供暖服务，水发集团石
岛热电公司从10月初开始有序开
展管网充水试压及设备调试，10月
中旬先后完成一级和二级管网注
水、试压，完成供热首站电动泵及

气动泵调试，10月下旬对石岛城区
换热站启动冷运，11月2日，开始热
运、升温、正式供暖。目前，设备运
转正常。

企业根据煤炭市场行情，签订
大宗煤炭采购合同，根据供热需求
合理存储煤炭，干煤棚煤炭存储
2 . 7万吨，满足供热初期近一个月
时间的燃煤需求。公司管理人员还
深入辖区社区，主动服务供热用
户。供热前期，辖区管理员加入社
区微信群，告知供热期间注意事

项，及时了解、解决居民反映供热
问题，并做好供热政策宣传。并完
善应急处置机制。进一步完善供热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齐抢险所需
的物资、车辆等，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确保能够及时有效应对供热突
发事件。严格落实值班制度。供热
期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
领导带班制度，一旦发生突发事
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快速处置，
保证客服热线24小时畅通。

(杨志礼 方铭铄)

村民、专家联手救助受伤大天鹅

管理区供暖企业开始热运营

为满足石岛广大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同时进一步提升城市
的精致化水平，近年来管理区不断
加大投入，在“小厕所”上做起了

“大文章”，使公厕在数量和质量上
都有了明显提升，市民游客出门如
厕难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

位于石岛张家村汽车站的公
共厕所刚刚投用仅半个月，淡黄色
的墙面显得非常温馨，青瓦铺设的
屋顶，又增添了几分典雅的气息，
独特的造型、精致的装饰，令其成
为闹市中的一处别致风景。

走进这座公厕，几乎没有异
味，大理石的墙面和地面干净整
洁，供成人和孩子使用的高低洗手
台、化妆镜高端大气，各种提示牌

看起来满满的温情。
在为石岛城区的广大群众解

决“方便”的这件事上，管理区下了
大工夫，截至目前，已在城区共建
设并投用了24座公厕。

这些公厕从南到北，几乎遍布
了所有公共区域，基本可以满足需
求。并且分别由环卫处、园林处、赤
山集团物业公司负责管理，安排专
人负责清扫，确保为大众提供一个
干净卫生的如厕环境。

在造型上都各具特色，除了
男、女厕位间之外，全部设置了“第
三卫生间”，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
碍厕位、独立的小便器和洗手池，
有的还配备了可折叠的“母婴工作
台”，在满足市民基本如厕需求的

同时，也保障各类群体的使用权
益。

不仅是在城区，今年管理区还
在完成所有村居厕改的基础上，在
300户以上村庄新建了29座农村公
厕，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即将投入
使用，为美丽乡村建设再添助力。

公厕是提升城市管理落脚点
和切入点，公厕建设的规范化，管
理的标准化，则彰显了一座城市的
精细化水平，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文
明化程度。管理区将继续做好包括
大鱼岛公园的2座公厕在内的建设
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管理，在厕
所这件“小事”上，作出民生“大文
章”。

(石宣)

管理区提升城市精致化水平

园林管理处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秋季是园林植物病虫害
防治的重要季节。入秋以来，
管理区园林管理处结合季节
特点，提前做好植物病虫害防
治工作，减少来年可孵化虫卵
数量。

据了解，随着气温逐渐降
低，各种园林植物开始进入秋
季生长高峰期，同时病虫害的
发生几率也大大增加，以紫薇
绒蚧和松大蚜等为主。紫薇绒
蚧是以虫卵进行越冬，越冬场
所为寄主枝干皮缝、翘皮下及
枝杈等处，来年随气温回升继
续发育。10月中下旬，松大蚜也
开始出现有翅成虫，成虫交尾
后，将卵产于松枝上。松大蚜吸
食树木汁液，导致树木出现煤
污病，严重时会松针脱落、影响

树势。
管理区园林管理处组织工

人及时剪除有虫枝条，用粗毛
刷或麻布抹杀患病树枝，剥除
树皮，送到园外集中烧毁。在做
好物理防治的基础上，药物防
治同步跟进，对紫薇绒蚧和松
大蚜等病虫害发生较重的苗圃
或片林进行集中防治，用专业
药物兑水喷洒，最大限度消灭
虫源。

管理区园林管理处工作人
员表示，树木涂白剂和水按照
重量1∶1的比例混合，搅拌均匀
后将树干涂白，能够反射一定
阳光，减少昼夜温差，结合秋冬
清园喷洒石硫合剂进行消毒，
能够起到杀菌和防虫的作用。

(唐敬娜)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 条件要求 最低薪资 最高薪资 联系电话

荣成市企业用工需求信息表

芯长征微电子制造

（山东）有限公司

应用工程师 1 本科 10000 15000

13915952055
林女士

功率模块设计工程师 1 硕士应届生 6000 8000

焊接工程师 1 本科 15000 20000

工艺管培生 3 本科应届生 4000 6000

荣成石岛宾馆有限公司

营销宣传策划 2 大专 3000 4000

13863079681

网络营销 2 大专 3000 4000

工程预算 2 大专 3000 5000

餐厅服务 6 不限 3000 4000

园艺管理师 1 中专 3000 4500

荣成市好当家

集团海洋学校

日语教师 1 本科 3000 3500 13792746277
隋主任计算机教师 1 本科 3000 3500

为进一步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掌握突发状况下灭火、逃生
技能，近日，港湾街道渔港社区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通过
此次讲座，大家深刻认识到了
消防工作的重要性，消防安全
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为创造
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张宁)
丰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推进
科技创新，进而实现产品创新，
抢占行业制高点，今年力争完
成销售收入2300万元、实现利
润300万元以上、税收380万元
的目标。

丰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
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致力于新型非金属材料在环
保装备领域的应用与推广。

(付明 李红岩)
为进一步提高街道基层妇

女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成
为有文化、爱生活、会技能的新
时代妇女。10月29日，港湾街道
举办第四期“新农村·新生活”
技能培训班。培训班邀请养花
巧浊世匠初立娥、刘瑞华两位
老师在西车村“梵天花舍”中，

现场讲解盆栽杜鹃花的修剪、
嫁接技术要领，辖区76名妇女
到场学习。

(高泽宇)
10月29日，威海海洋职业

学院明德学院校外研学基地在
牧云庵揭牌。牧云庵依山傍海，
自古就有渔民学绘画的历史。
近年来，港湾街道和社区进一
步挖掘古老画村的文化底蕴，
建设了培训创作基地、书画陶
艺制作展示基地、“渔乡画村”
文房四宝一条街、画家群部落、
陶艺馆等10余处特色景点，吸
引知名画家和大中院校专业学
生来牧云庵写生、创作，开启研
学热的同时带动渔民画营销。

(石宣)
为改善辖区绿化带卫生，

使小区环境更加整洁，近日，
山海湾社区开展以路面整治
和垃圾清理为主要内容的行
动，分清主次、划出重点，有序
推进整治工作，并按照把垃圾
装起来、把杂物收起来、把路
面让出来、把建设管起来、把
四周绿起来。早日达到地净、
路平、灯亮、水净、树绿、景美
的效果，打造整洁有序、靓丽
和谐的人居环境。

(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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