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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学学规规划划发发展展现现代代高高效效农农业业
王连街道借力优惠政策，形成特色种植和农业观光产业

本报11月3日讯(张海静)

王连街道把生态休闲与旅游观
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政策引
导、主体培育、品牌建设，推进
现代高效农业蓬勃发展。

位于高落山南麓的红旗山
茶叶专业合作社，作为我市最
早的一批绿茶种植基地，历经
十年的培育，这里的几百亩茶
园漫山遍野，郁郁葱葱，早已进
入盛采收获期。从前两年开始，
合作社顺应我市生态休闲农业
政策，小规模种植栅桃、枣树、
山楂等采摘品种，同时以茶园
为依托，适时推出了高落山采
茶品茶精品观光项目，几个黄

金周下来，已经小有收获。初步
尝到甜头后，他们更加看好以
茶叶为主业的多元化种植模
式，通过观光旅游项目产生增
值效益。

在马岭滑家村威隆农场，
离公路不远的几十亩葡萄园里
一片丰收景象，四五个新品种
的晶莹剔透光鲜的葡萄挂满枝
头。农场主邹积威介绍，今年春
季，他通过市场调查，选中威石
公路边上马岭滑家一块适合葡
萄生长的地块，建起8个大棚，
引种多个晚熟新品种葡萄，经
过半年多辛苦忙碌，在经过一
小段时间就可以成熟采摘了。

作为我市南部传统的农业
镇街，王连街道借助我市发展
休闲观光农业的优惠政策，通
过土地流转、重点培育，促进一
产向三产转移，形成了多元化、
多层次的新型农业发展格局。
按照“因地制宜、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思路，王连街道制定
出台了休闲农业发展奖励政
策，先后流转土地3000多亩，用
于发展生态休闲特色农业项
目，形成了以苹果、葡萄、苗木、
茶叶、西洋参为主的特色种植
和农业观光产业。截至目前，辖
区苹果、茶叶、西洋参、苗木种
植面积发展到7000亩，300亩以

上的休闲观光农业园区达到10
个，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1万
多人次，旅游收入、产品销售收
入达300多万元。

特色优势农作物种植不仅
成方连片形成了规模效应，还
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以赵家山
苹果，大汛姜家樱花、紫薇，红
旗山茶叶，马岭孙家、洪家西洋
参为代表的本地农业品牌已经
在荣成乃至威海形成了较高知
名度。特色优势农作物的种植
涉及10多个村，直接受益群众
700多人，带动了辖区农业产业
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农民增收
致富。

管理区专项检查

农民工工资支付

本报11月3日讯(王鲲) 连日
来，石岛管理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的范围是全区使用
农民工的各类用工单位，重点是
建筑施工、水产加工、装卸、渔业
等易发生欠薪的行业。主要检查
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基本情况；
执行国家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情
况；是否有拖欠工资后逃匿情况；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等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为确保检查取得实效，管理
区成立了由劳动、建设、公安等部
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采取查阅
用工手续及工资发放情况、现场
咨询工人等方式，对用工单位遵
守劳动法规、工资支付情况进行
逐项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
令限期改正、跟踪督办，切实摸清
摸透欠薪隐患，确保农民工工资
足额及时支付。截至目前，已摸底
调查用工单位120多家，对3家用
人单位下达了责令整改指令书。

远远离离
烟烟草草

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
文明城市的创建做出表率，港湾
街道率先开展“文明健康，从远
离烟草开始”宣传教育活动，禁
止街道机关干部在公共场所吸
烟。同时，在街道的走廊、服务大
厅、办公室等场所放置“禁止吸
烟”标志，对前来办事的群众进
行禁烟控烟宣传、引导。

崔媛媛 摄影报道

多措并举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11月3日讯(渠斐斐) 日
前，斥山街道在郭家村南山举行了
一场森林防火演练，早动手、早落
实，最大限度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
火准备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燃。

此次森林防火演练共出动护
林防火队员、骨干企业及各村居
防火员50多人，对火灾扑救中的
火灾报警与应急响应、灭火力量
集结、展开灭火行动和清理移交
火场进行了连贯演示，显示了应
急队员的快速反应能力。

针对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作
的新形势，自入秋以来，管理区组
织专人对墓地及林区危险部位的
杂草进行药物和机械清除，在 6
个街道开展了防火专门演练。目
前，全区120多处墓地已清理完
毕，全区40多处护林房已完成整
修维护，对各林区防火通道实施
了整修完善。同时，在石岛山、甲
子山两大山系的25条主要防火
通道安装山林防火警示标志。通
过一系列举措，加强了全区森林
防火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
森林火灾的发生。

本报11月3日讯(张天伟)

石岛管理区按照创城标准，积
极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工作，年
底前，将完成6000多户家庭改
厕任务。

连日来，宁津街道东褚岛
村的农村厕所改造工作正按计
划推进。根据村庄具体实际，东
楮岛村制定了农厕改造计划，
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和唐乡旅游

开发，发挥本村已有污水处理
管道的优势，采取改厕与污水
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将全村改
厕户全部联网，可实现村民生
活污水、厕所粪便集中排放，统
一处理，无害化程度达到了更
高的水平。目前，160多户家庭
已全部改造完成。

据了解，从7月下旬改厕工
作启动以来，石岛管理区完成

了农村厕所情况的摸底调查，
制定了《改厕工作实施方案》，
组织各街道、村居外出参观学
习，开展试点示范。并通过专题
调度、现场观摩、集中培训等形
式，就农村改厕的时间进度、资
金安排、责任分解、检查验收等
工作进行再动员部署。

为确保农村改厕工作高质
量推进，管理区已向各街道、村

居拨付启动资金126万元，各相
关部门各司其职，加强技术指
导和监督管理，严格改造物资、
设备、器具招投标制度。目前，
全区已完成农村无害化厕所改
造900户，1600户居民完成室外
化分池砌筑。到年底前，全区今
年实施改厕的35个村6400多户
居民将告别旱厕，用上冲水马
桶。

年年底底前前，，66000000多多户户居居民民将将告告别别旱旱厕厕

专家把脉食品

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11月3日讯(谭艳华) 近
日，管理区举行全区干部专题集
中学习报告会，邀请渤海大学食
品科学研究院院长励建荣教授为
海洋食品产业的转型升级出谋划
策。

报告会上，励教授就海洋食
物资源利用、海洋食品高新技术
以及食品、农产品加工与安全等
方面进行了阐述。讲座既富有战
略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又紧贴
石岛实际，为管理区推进海洋经
济转型打开了思路，开阔了眼界。

全市专题集中学习活动启动
以来，管理区围绕解决“本领恐
慌”、促进提质增效，紧扣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重心和干部队伍现
状，确定了海洋高新园区建设、国
际贸易与招商引资等4大专题12
个选项，通过专家讲座、外出观摩
等方式，理清思路，定实措施，加
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力促干部
素质与实际工作双提升。

本报 11月 3日讯 (朱志伟 )

石岛管理区强化调度督导，
加速推进涉氨制冷企业压缩
机房隐患整改收尾工作，提升
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今年，全市涉氨制冷企业
隐患整改工作实施以来，石岛

管理区通过每月专题调度、现
场 督 导 ，并 采 取 干 部 包 片 包
村、实施网格化管理体系等方
式，加快推进涉氨制冷企业压
缩机房改造和标准化创建工
作。

同时，由安监、消防、市场

监管、电力等部门成立联合执
法组，坚持问题导向，对7家拒
不整改的涉氨单位停止生产
供电。

截至目前，全区 263 家在
用涉氨企业中，186 家涉氨企
业已完成整改，61家企业已进

入最后收尾阶段。
针对拒不整改和整改不

到位的涉氨企业，管理区将采
取停止供应生产用电、责令停
业 整 顿 等 措施，直 至 整 改 达
标、验收合格，确保整改工作
全部按时完成。

管管理理区区加加速速推推进进涉涉氨氨制制冷冷企企业业隐隐患患整整改改

患患白白血血病病女女孩孩王王艳艳再再获获捐捐助助
管理区社会各界继续献爱心，为她募集善款

本报 11月 3日讯 (张天伟 )

今年年初，石岛管理区机关
干部、社区居民踊跃为白血病
女孩王艳捐款献爱心的事情，
引起了社会上很多爱心人士的
关注。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当得知王艳骨髓配型成功、亟
需 3 0 多万元后续治疗费的消
息后，石岛管理区社会各界继
续爱心接力为王艳募集善款。

日前，在山东北方渔市股
份有限公司水产品批发市场院
内，石岛管理区国际渔货贸易
区工作人员、北方渔市市场全

体职工以及市场个体商贩自发
地为白血病女孩王艳捐款，小
小的捐款箱中，不断有爱心款
投入，给千里之外那个坚强的
姑娘带来新生的曙光。

据悉，王艳的母亲王爱君
曾是北方渔市批发市场的一个
老业户。当通过网络媒体得知
其女儿患上白血病，家庭生活
陷入困境的事情后，不少个体
商贩便商量一起为王艳进行捐
款。批发市场副经理许腾德感
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何况
是我们的老乡亲呢。所以，我

们就一起倡导内部职工及市场
内广大业户为王艳捐款献爱
心，希望王艳早日康复。”

当天，共筹集善款 1 . 7 万
余元。当北方渔市市场工作人
员将善款交到王爱君手中时，
她 几 度 哽 咽 ，只 能 不 停 地 说

“谢谢，谢谢大家帮助我”，以
此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据了解，今年年初，家住
管理区港湾街道牧云庵村的
王艳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
病。为了帮助这个生活困难的
单亲家庭筹集医疗费用，管理

区港湾街道了解情况后，立即
号召全体机关干部为王艳捐
款，还拿出专款参与救助，并
依据相关政策为她办理临时
大病慈善救助，最大限度减轻
手术费用负担。牧云庵村的广
大村民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也通过不同形式纷纷加入到
救助活动中。

目前，王艳正在河北廊坊
燕达医院陆道培血液·肿瘤中
心医院移植仓观察治疗，11月
5 日 就 要 进 行 造 血 干 细 胞 回
输，病情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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