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石岛宾馆有限公司

网络营销 2 大专 市场营销、网络营销相关专业 3000 5000

13863079681 荣成石岛迎宾路1号

计算机使用管理与维修 3 大专 计算机系统维护专业 3000 4000

内科医生 1 大专 持执业医师证，男女不限 面议

厨师 6 大专 中式烹调师专业
或有多年厨师工作经验

3000 5000

餐厅服务 6 不限
4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形象气质佳
3000 5000

果蔬种植管理师 1 不限 有葡萄、草莓、猕猴桃、火龙果
等果蔬种植养护经验 面议

石岛管理区多措并举
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增质提效

为加快推进威海海高园(石
岛管理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自3月份以来，社会工作部组
织开展信用宣传月系列活动，提
高了社会公众信用意识，营造了
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环境。

组织信用政策“进万家”宣传
启动活动。积极组织街道、部门和

社区30多名志愿者在港湾街道渔
人码头商业街和商铺开展信用政
策“进万家”的宣传活动。

举办信用建设专题培训班及经
验交流座谈会。召开全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培训会及经验交流会，邀
请荣成市信用中心领导为街道、部门
及社区信用分管负责人培训。

组织信用“进企业”“进学校”
“进社区”等专项活动。13个社区
按照开展“信用宣传月”的要求，
统筹安排，深化信用理念在居民
心目中的知晓率，结合各社区特
色深入开展“信用宣传月”活动；
经济发展局积极展开信易贷和信
用政策的宣传活动，用信用架起

企业与金融机构沟通的桥梁，使
信用成为降低融资成本的杠杆，
让更多中小微企业得到实惠和便
利，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组
织辖区各学校积极开展政策宣传
活动，对学生开展诚信主题教育，
发挥诚信教育在学校思想品德教
育中的重要作用，引导教师率先

掌握信用知识，言传身教带动提
升学生诚实守信水平。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进
一步提升了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和
诚信理念，倡导了“守信光荣，失
信可耻”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营造
了良好营商环境和信用保障。

(董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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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岭粉”串起30个村 发展千亩红薯种植

年可为村集体和种植户增收近40万元，并带动20多人就业

王连街道巩固脱贫扶持
产业之一的粉条加工项目4
月10日顺利投产，为带动农
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增添了新
助力。

据了解，在上世纪50年
代，王连街道以客岭村为中心
的粉条加工业一度远近闻名，
后随着时代更迭渐渐萎缩和
停产，但老“客岭粉”的名声尤
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王连

街道以乡村振兴扶持政策为
依托，重拾老品牌，通过重振
这一传统产业，为乡村产业振
兴走出一条新路子。

预计项目完全达产后，
可辐射带动周边30多个村配
套发展1000亩红薯种植，改
变过去单一粮油作物的农业
产业格局，形成“红薯种植—
粉条加工—品牌营销”的产
业链。

同时，王连街道还将发
挥各大“信用联盟”的帮扶作
用，引导粉条加工厂与辖区
企业、单位、工商户、村居建
立供需合作伙伴关系，实行
订单和订制化生产。年产量
可达70吨，每年将为村集体
和种植户增收近40万元，并
带动20多名农村劳动力在家
门口就业。

(石宣 赵红阳)

蓝润实验室列入威海“重点”

近日，威海市科技局公
布了2021年威海市级重点实
验室立项名单，石岛管理区

蓝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的威海市金枪鱼高效利用重
点实验室榜上有名，是荣成

今年入选的首家市级重点实
验室。

(夏英华)

鳗草幼苗培育工作通过专家组阶段性现场验收

4月13日，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近海生态养殖团队与荣成
东楮岛水产有限公司联合
开展的鳗草幼苗培育工作

通过专家组阶段性现场验
收。

通过验收后，鳗草幼苗
即将移植到东楮岛附近海
域。种子法鳗草幼苗培养技

术体系的建立，与接下来的
鳗草规模化培养将助益桑沟
湾海草生态系统重建，助力
国家碳中和。

(石宣)

荣成市妇联“巾帼创客创业创新行动”走进桃园

4月13日，荣成市妇联
巾帼创客圆梦基地到桃园
街道举行“巾帼创客创业创
新行动”社群电商第八期培
训班，各村居妇联主席及妇

女代表共8 0余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

通过本次培训，激发了
广大妇女同志的创业热情，
培训当场就有30多位参会人

员主动加入到社群电商微信
群，会后，通过与会人员的积
极宣传，又有20多位妇女同
志报名加入到该项目当中。

(李玉洁)

荣成市第三十三中学区组织“劳动实践促成长——— 走进尹家村”研学活动

近日，荣成市第三十三
中学区组织各年级40多名学
生代表进行了“劳动实践促
成长——— 走进尹家村”研学
活动。

尹家村蘑菇种植基地的
工作人员给带领学生参观了
基地，讲解了种植蘑菇的步

骤和要领。同学们边听边做
笔记，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掌握了采摘蘑菇的技巧。

尹书记带领孩子们走进
田垄，向孩子们介绍樱桃的
品种、价格，种樱桃的基本知
识及解决樱桃问题的一些小
妙招,孩子们在感到新奇的同

时体会到了樱桃种植的不
易。

此次研学活动走出校
园，利用学区内资源，让孩子
们和自然亲密接触，开阔科
学视野，走近现代化农业，感
受有机农业的魅力，激发了
同学们对家乡的热爱。(姜燕)

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组织辖区内幼儿园开展月度观摩活动

近日，荣成市第二十三中
学辖区内的6所幼儿园开展了
新一轮的观摩教研活动。

在此次的观摩活动中，
“承办园”将户外体能大循环
活动和区域活动、民间游戏

进行了结合，让孩子们在游
戏活动中获得全面的锻炼与
发展。

幼儿园之间的观摩互动
是学区创新开展的“抱团成
长“新思路，每所幼儿园既是

“观摩者”也会是“被观摩
者”，从观摩到反思，从困惑
到提高。以逐步实现“以展促
学、以学促思、以思促改、以
改促优”最终达到取长补短
又各具特色的目的。 (孔玲)

荣成市府新小学开展校园朗读者大赛

近日，荣成市府新小学开
展“童声诵美文 经典永流
传”校园朗读者大赛，分为低
年级组和中高年级两组进行，
共有50名小选手参加比赛。

本次“校园朗读者”比赛
内容包括作品推荐和作品朗
读两部分。作品推荐部分，要

求简要介绍自己推荐作品的
作者、内容以及所选章节的
理由，选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进行展示。作品朗读部分，要
求选择作品中的一段文字朗
读，传达文字背后的情感与
价值，实现文化感染人、鼓舞
人、教育人的传导作用。

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
润人生。校园朗读者比赛已
成功举办四届，不仅打开了
孩子们的心灵之窗，更抒发
了他们对语言文字的热爱，
在好书的陪伴下，浓浓书香
必将飘满校园。

(刘彩燕 王妮)

简讯
日前，荣成实验二小结合五彩书签

评价体系重点开展了习惯养成系列教
育。

学校给每个班级额外发放了十张品
德好榜样的书签，用来奖励品德优异的
同学。校园读书节，学校给每个班级额外
发放十张阅读小名士的书签，专门奖励
在校园读书节的系列活动中表现积极优
秀的学生。

通过目标导向引领学生向好向善向
美，以奖罚分明的形式让学生认识到诚
信做人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行
为规范意识。信用行为的及时回馈，让学
生对信用的认同感不断提升，同时激励
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班级各项活动，争当

“诚信小公民”。
(蔡雪妮)

近日，荣成第二实验中学开展“习语
动听·春天读诗”活动。宣讲员带领同学
们共同品读习语金句，感受中国古诗词
的独特魅力。

在活动现场，宣讲员带领同学们品
味经典诗词的精妙运用，随后将历史与
现实勾连，对古诗词的深刻内涵、时代价
值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对古
诗词、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热爱和理
解，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也会把诗词运用
到学习生活中，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学习
能力，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

(曲瑷瑛)
日前，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羽毛球社

团在威海市羽毛球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共获团体、总分、男单三项第一名的优异成
绩，四名主力队员优异的表现，彰显了荣成
市第二实验中学羽毛球社团扎实的基本
功、过硬的作战实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
神。

据了解，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羽毛
球社团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但在指导教
师规范化、系统化的训练中，队员素质提
升很快，团队协作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拥
有这种肯于吃苦、顽强拼搏的精神，日后
羽毛球社团的表现一定会再创佳绩。

(张宗芹)
近日，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了

以“交通安全知识为主题的班会”“国旗
下讲话”“学生上放学交通方式排查”以
及“交通知识我来讲”等形式多样的安全
教育宣传活动。

升旗仪式中，李主任以“文明交通，
告别陋习”为主题做安全教育讲解。各班
班主任召开交通安全知识主题的班会，
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学校向家长提出了倡议：请家长教
育孩子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乘坐三轮
车、农用货车、摩的等有安全隐患的车
辆；周末如需到培训学校不能乘坐其违
规租用车辆。并对全校学生上放学的出
行方式进行摸排、存档。

(蔡雪妮)

日前，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开展红
色研学活动，师生们参观了人和镇院夼
村“双拥事迹展馆”。

1960年起，院夼村安排最好的船只，
设立了专门的“拥军船”，义务为驻守在
距离陆地6 . 8海里的“四无岛”苏山岛上
的部队运送物资、接送官兵及家属。60年
间，“拥军船”五任船长、五代船，平均每
年往返400个航次，累计航程20多万公
里，谱写了一曲恪守初心、担当奉献的时
代赞歌。学校希望同学们能学习这种爱
国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参观活动全程由“红船”小解说员解
说，流利的解说成为活动中又一抹亮色。

(李伟静)
近日，荣成市上庄完小开启“‘学党

史 知党恩 跟党走’思政大讲堂”主题
教育活动。宣讲团的老干部为同学们带
来了“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的精彩演讲。
教师代表汤燕丽老师以“百年岁月铸辉
煌，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主题，引领学生
们知党史、感党恩。

最后，同学们全体起立，齐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学们用自己稚
嫩的歌声表达着对党的热爱！

荣成市上庄完小将开展系列“学党
史”活动，培养同学们爱党爱国的情感，
加深同学们对党的认知，增进同学们热
爱祖国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
代相传。

(姜燕)
2021年4月15日是第6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荣成市府新小学在全体师生
中广泛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营造自
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

各班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开展主题
班会，采用专题学习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了解国家安全教育日的由来、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意义，在学习中切
实学习国家安全知识，提升国家安全意
识。

通过本次活动，不仅陶冶了学生们
的情操，更引领学生们从小树立国家安
全意识，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维护国家
安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共筑国家安全。

(王小英)
近日，荣成市斥山中心幼儿园利用

多种途径开展了“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的安全教育活动。

活动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老师
们利用视频、图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
幼儿直观形象地了解溺水的危害，从而
提高幼儿安全防患意识。

教师们教育幼儿游泳时要带好安全
设施、要有成人陪同，如遇到同伴溺水一
定第一时间向成人求助而不是盲目施
救。活动最后，孩子们亲自动手设计安全
标志、制作宣传海报，化身安全宣传小天
使将防溺水安全知识传达给爸爸妈妈，
家园携手将活动推向高潮。

(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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