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希安督导石岛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近日，荣成市委书记包希安

来到石岛管理区督导重点项目
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

包希安先后来到天下渔仓项
目、香港万兴隆物流、海洋高新园
科研孵化器现场、武汉理工大学威
海科技园和盛润新材料、运强食品
等企业，认真听取建设进度和生产
运营情况的汇报，现场办公，解决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包希安指出，项目建设是高
质量发展的动能后劲，要紧抓项
目建设和项目招商不放松，集中
精力抓落地、抓推进、抓见效。要
找准自身优势和产业特色，通盘
考虑产业布局，精准开展项目招
商，以高质量的项目落地，加快
推动海洋食品加工、海工装备等
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滨
海旅游、休闲康养等文旅产业，

大力培植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
产业集群，助推区域高质量发
展。要统筹资源利用和生态环
保，持续深化海岸线修复、精致
城市建设等工程，积极推动传统
动能和闲置资源“腾笼换鸟”，为
项目招商建设创造优质条件、腾
出宝贵空间。

包希安强调，安全生产是高
质量发展不可逾越的底线，各级

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统筹发展与安全，毫不放松抓好
企业生产、港口渔船、工程施工
等重点领域监管，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加强对
各类经营主体的安全教育和专
业培训，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风
险隐患，维护好安全稳定的发展
环境。

(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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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清明时节，荣成市世纪小学的

孩子们在实践中心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了捏面燕、做青团，共同感受
清明节传统民俗手工的魅力。

小手捏出脖颈，剪刀裁出尾
巴，头戴一朵小红花，一个个面团
就在孩子们手中揉、捏、剪、贴，变
身为生动活泼的小燕子。青团多见
于我国南方，青团里的艾草成分可
以预防疾病，面饼捏一捏，豆沙裹
一裹，青团也就做好了。

通过活动的开展，清明节民俗
文化在学生心中扎根，一双双巧手
呈上的精美面食作品，寄托了对父
母的感恩，对亲人的思念，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

(邹宁宁)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携

手石岛芬芳青少年社工中心开展
学生团体辅导志愿活动，本期活动
进行了团体沙盘辅导活动。

进入沙盘活动室，孩子们马上
被一盘盘原色的细沙和各式各样
的沙具吸引，在许老师的引导下，
大家触摸着沙盘，感受沙子的细
腻。志愿老师们在不分析、不解释、
不评价、不判断的原则下，营造出
安全自由的空间。同学们在游戏中
学习，在学习中感悟，在感悟中成
长。

通过本次活动，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孩子们会积极应对困难与
挑战，在生活中成为自信阳光的少
年。

(孔玲)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

社中央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
思想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九三学社
中央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大筑
境 规 划 建 筑 设计研 究 院 副 院
长——— 许进将爱国教育公益讲座

《两弹元勋邓稼先》带进荣成市蜊
江中学报告厅。

活动中许院长用质朴的语言
将邓稼先的生平事迹向同学们娓
娓道来。学生们了解到邓稼先如何
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人生的
价值观，又如何将一生的智慧和精
力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在一个个生
平事迹中，全场师生仿佛随着这位
伟人的足迹重新走完了一次跌宕
起伏的光辉历程。

(邹晓红)
日前，在荣成市斥山街道中心

完小语文工作室成员的带领下，一
年级老师们走进合悦社区共同参
与“诵经典诗词，写规范汉字”的志
愿活动。此次活动分为“古诗词诵
读”和“汉字书写“两部分。

首先由教师领读，讲解诗词。
随后在刘老师的带领下，独出心
裁，把经典诵读《三字经》用新颖的
方式演绎，同学们用肢体语言表达
出来更有意义。

本次活动不仅使学生体会到
汉字的魅力，充分带动了学生书写
汉字的热情，而且让师生与圣贤为
友，与经典同行，陶冶情操，传承中
华文化的精髓。

(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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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歌尔科技有限公司

产线工人 100 不限

18-40周岁，身体健康，适应两班倒。
高标准免费宿舍，餐补，五险一金，
前期需要去潍坊总厂新产线工学
习，后期跟随产线入驻荣成厂，在潍
坊工作期间有驻外补助，公司提供
完善的职业发展通道，助力一线操
作工向技工，班长，质检，技师方向
发展。

4500 7000

15688708650

荣成市将军南路699号

-歌尔电子工业园（汽

车站西）

技师 10 专科及以上
要求有电子厂设备相关经验（工作
经验，薪资及职级需面试详谈）

面议

助理工程师 5 本科及以上

本科以上，可接受应届生，机械，电
子，电气相关专业，前期做设计验证
执行方面工作，后期向高级技师，结
构工程师方向发展。

面议

科学筹划 谋篇布局 石岛管理区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石岛管理区全面启动体制改

革，理顺管理框架，科学筹划，谋篇
布局，规划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聚力打造新旧
动能转换核心区、全域新型城镇化
先行区、乡村振兴样板区和创新创
业聚集区“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加速拉开“一城一带三
园”全域一体发展框架，力争“一年
大突破、三年大提升、五年大跨
越”。锚定目标，乘势快上，各项工
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石岛管理区在全力以赴加快
转型升级，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核心
区上，重点抓好三大板块的突破提
升。以西部海高园作为重点，争创
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抓
好科研孵化器、牧云西路改造等基
础配套项目，包括绿化美化、管网
管线、管护管理等提升工程。主攻
海洋功能食品、智能海工装备等涉
海高端产业，规划好园区的配套服
务板块。整合盘活低效用地，提供
孵化空间，以公司化模式打造特色

科技园，争取年内落地华工科技智
能制造等3个项目以上。

东部核能园，超前规划配套服
务等环节，启动清华核研基地基础
施工。主攻核装备制造及海淡供
暖、培训检修等衍生产业和生产性
服务业。中部工业园，组织深入摸
排一期二期工业园内闲置低效及
有意出让的厂房、用地等资产，制
订“腾笼换鸟”计划，抓好总投资40
多亿元的鸿汇海洋、丰厨物流等17
个项目，争取盘活6万平米以上。在

继续加大双招双引力度的同时，把
本土企业扩张摆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做大实体
经济集群。

目前，石岛管理区把促开工、
抓推进作为重中之重。27项市级重
点项目全部实行领导分包责任制，
班子成员全部下沉督导，全力破解
推进难题。对已开工项目，相关单
位倒排工期、每周盯促，形成实物
工作量，为今年各项工作开展打下
良好基础。 (石宣)

学党史、促实践、暖童心——— 石岛3个爱心伙伴志愿服务项目同时启动
4月11日上午，以“学党史、促

实践、暖童心”为主旨的3个爱心伙
伴志愿服务项目在石岛同时启动。

这3个项目分别是：赤山集团
有限公司资助的《彩色童年——— 儿
童服务》项目，泰祥集团有限公司

资助的《悦动童年——— 青少年抗逆
力提升》项目，鑫发控股有限公司
资助的《自护宣讲——— 青少年志愿
服务》项目，由石岛芬芳青少年社
工中心组织实施。

2020年，石岛芬芳青少年社工

服务中心通过爱心企业资助，承接
了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爱心伙伴”
志愿服务项目，共服务当地少年儿
童15000多人次。在此次启动的3个爱
心伙伴志愿服务项目中，石岛芬芳
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将突出“学党

史、促实践、暖童心”的主题，把学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的理念和内容丰
富、参与性强的特色化创新内容融
入到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去，贯
穿到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的始终，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斥山街道全力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
位于斥山街道的南极磷虾高

端生物产业园是威海市级重点项
目。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斥山街
道安排专人跟踪服务，目前，已完
成5个超低温冷库建设，正在续建
项目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与此同
时，街道对辖区市场展销中心、美

食街、电商基地等8个在建项目，从
强化土地供应、规划审批等要素保
障入手，提供“保姆式”服务，确保
项目顺利推进。

为全面激活辖区发展潜力，斥山
街道全域统筹打造东部“蓝湖”凤凰
湖文旅康养产业圈和西部“绿水”半

月湾农旅文化产业圈，布局现代农
业、民宿经济、自然康养等业态。

在精致城镇建设中，斥山街道
从功能完善、精细管理上抓突破，
在去年完成5万平方米外墙改造及
800多个广告门头更新等工作的基
础上，今年重点按照集约化发展的

城市理念，突出城镇的功能完善
性、管理精细性，打造更为紧凑、高
效、可持续发展的驻地空间，实现
城镇高质量发展。并通过“数字城
管”平台建设精细化管理，实现从
外观改善向内涵提升的转变。

(刘耀聪)

“零耕碎种”变规模经营——— 春种，大型机械“撒欢”跑
连日来，宁津街道所后卢家村

的村民正在忙着播种土豆，这是该
村自去年通过党支部领办的合作
社流转村民土地之后，首次利用大
型机械成规模种植经济作物。

所后卢家村东的一片耕地上，
随着大型播种机来回穿梭，原本平
整的土地，起垄、埋土豆种、盖地膜
等工序很快同步完成。

“我们村去年土地流转70亩

地，前期通过支部成员出去考察，
认为种土豆的前景不错，今年先种
30亩尝试一下。”所后卢家村党支
部书记杨广河说，通过发挥合作社
的优势，雇佣一台大型机械来耕
种，提高了土地的机械化种植水
平，土豆的销售渠道也已经找好
了，预计每亩纯收入2000元以上。
对于其余的土地则将轮种上玉米，
通过村集体运作，降低投入成本，

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据了解，所后卢家村按照村民

自愿的原则，去年将部分土地“化
零为整”，流转给由村党支部领办
的农业合作社，通过邀请农业专家
进村指导，走出去学习外地经验等
方式，做活土地文章。

乡村振兴，富民为先。近年来，
按照“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目
标定位，石岛管理区全面激发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围绕土地“谁来种、
怎么种好”的问题，积极推行农村
土地流转。截至目前，石岛管理区
已经流转土地6万余亩，其中仅去
年以来就达到1 . 8万亩。这些土地
通过流转给村级党组织领办的合
作社，企业组织、种植大户等，因地
制宜发展连片种植业和高效农业
项目。

(石宣)

朝阳山上看山人——— 记森管护林员谭在军
森管护林员常年坚守在山林防

火最前沿，被称为“盯着烟、追着火
跑”的人。“满山都看看，山上有没有
哪个地方起火、冒烟，都得第一时间
得报告。”这位正在和村民交谈的大
叔名叫谭在军，今年67岁。2009年，
老谭卸任桃园街道上谭家村村干部
后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街道
森管护林队，在朝阳山看山护林，一
直干到今天。

10多年来，老谭兢兢业业，总是
把护林防火、防止盗伐林木等工作职
责挂在嘴边，记在心里。为了能24小
时了解山上的情况，他甚至将家也设

在了防火房旁边。
通过多年的山林巡护工作，他总

结出了自己的一套防火“五字经”，
即：看、闻、问、走、记。

老谭说，所谓“看”是指，防火工
作是巡逻，要用眼看、用望远镜看，
确保第一时间看到火情，尤其是清
明、春节等大家集中上坟的日子，更
是要看到位。

所谓闻是指，用鼻子闻味道，香
火什么味、烧草什么味、焚烧垃圾什
么味，都得了如指掌。根据山上一年
四季的风向，要做到，一旦有情况，知
道在什么位置能闻出味道。

所谓问是指，一切进山的人员、
车辆，必须询问到位，详细登记，要多
详细得有多详细，以备以后倒查。

所谓走是指，走出看护房，工
作战场就是在山上，在坟头，在林
间，不但走出去，最重要是第一时
间发现隐患，哪个山头杂草密、哪
个坟头有杂物、哪里有偷砍树等，都
详细掌握及时上报。

所谓记是指，对村内去世人员
台账，记录详细，从不遗漏。确保在亲
人上坟祭祀的时候，第一时间甚至
提前引导劝导，不要烧纸，注意防火。

老谭从2015年到现在的记录，

满满的7个本子，一直保存完好，而
且看护房内一年一个台历，从年初
到年尾，哪一天下雨，哪一年下雪，
都有详细记录。老谭的护林防火“五
字经”，现在已成为一项重要经验，
在桃园街道和整个石岛区域得到广
泛推广。

据了解，目前在石岛管理区，
像谭在军这样的森管护林员共有
120多名。他们以山为家，常年战斗
在护林防火的最前线，用默默无闻
的付出守护着我们的翠绿青山，成为
预防森林火灾、巩固护林成果的重要
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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