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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重点工程项目进入“收获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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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聘

本报荣成12月4日讯(付明
杨志礼 ) 进入1 0月份以

来，管理区先后有百佳海洋生
物、超汇现代物流、鸿德海洋
医用蛋白、中韩文化产业园、
泰斗医用虾青素等项目陆续
竣工，以及热电联产和八河污
水处理项目正在安装设备，标
志石岛管理区一批全市重点
工程项目进入“收获季”。年管
理区25个市级重点项目，含盖
高端装备制造、海洋食品、海
洋生物、新能源新技术、现代
服务业、城建工程、民生工程7
大类，总投资108亿元。

在鸿德医用蛋白，技术

人员正在对新上的4条新生
产线进入调试，再过几天就
可试生产。医用蛋白项目总
投资8000万元，改建1 . 3万平
方米旧车间，新建8000平方
米的生产车间及研发中心，
该项目以新鲜深海鱼虾、贝
类、海藻及水产加工下脚料
为原料，生产鱼蛋白、鱼氨基
酸等各类海洋蛋白产品，涵
盖生产饲料、保健、医药和食
品四个等级，公司有机肥料
产品已被袁隆平院士的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国家级“超级杂交水稻亩
产千公斤攻关”选为2 0 1 7 -

2019年度增产提质的战略合
作伙伴,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5亿元、利税6000万元。

城建工程项目是今年城
市建设和民生工程的一大亮
点，也是工期要求紧迫，进度
安排紧凑的大项目。记者在高
新园热电联产施工现场了解
到，这个投资8亿元的大项目，
主厂房已完成主体施工，锅炉
安装完成70%多。投资1 . 7亿
元、日处理4万吨污水能力的
石岛八河污水处理厂已开始
试运行。同时，总投资14 . 03亿
元，当年投资 1 0 . 7 7亿元的
2017年八大类、33小项民生重

点工程，到目前都已基本完
工，个别小项正在加紧收尾。
同时管理区还追加预算，在城
区新增设188个雨水井，配套
铺设雨水管道，为7所学校进
行集中供暖改造。

为保证重点工程项目进
度，管理区采取区级领导班子
成员和部门分包项目形式，建
立将每个项目推进责任落实
到项目分包领导、项目分包单
位、项目建设单位和责任人的
推进机制。对项目建设中出现
的难点问题，实行协调联动，
现场落实责任，从而形成推动
重点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

速读
近日，第五届威海市道德

模范候选人名单出炉，管理区
3人成功入选，其中刘艳芬列
为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许胜
强列为见义勇为模范候选人，
毕巧花列为孝老爱亲模范候
选人。请为她(他)们投上一票。

石炫
11月24日，石岛管理区交

通运输局县乡公路管理处开
始在龙湖路、竹韵路沿线安装
公路指路标示牌，共计安装7
面。

张琬茹
日前，王连街道全面启动

自来水大管网并入工程。此次
将东岛刘家、客岭、北桥头等10
个村接入主管网中，共计可辐
射周边20多个村。预计12月底
可全部完成。

赵红阳
11月27日，东山街道对位

于龙山前和龙山后村的 4处
1060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进行
了集中拆除。截止目前，累计
拆除违法建筑44处，面积20610
平方米。

张建磊
连日来，山东有限东山工

作站采取了收费系统下沉的
做法，方便广大基层用户交
费。

杨斌 张建磊
近日，王连科协邀请果树

技术专家在赵家山村果园内
召开冬季果树修剪培训现场
会，与会果农一百多人。针对
如何合理地管理果树树体，改
善果品品质等问题，进行实地
操作演示。

赵红阳
11月20日，首批8名老人与

盛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牵手，
开启常态化帮扶。

史祥鹏
11月29日，街道安监办对

辖区企业100人进行安全培训。
培训中，街道相关负责人详细
讲解了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的
目标任务及各项保障措施，要
求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培训工
作。

宋思雨 曹真
日前，荣成市电子商务奖

励扶持政策申报已开始，投资
促进局以此为契机，开展电商
企业走访调研。

赵小杰
连日来，来自威海职业学

院的师生们走进宁津，与街道
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实地调研
农村产业，规划乡村旅游发
展，为宁津美丽乡村建设建言
献策。

于杰
今年以来，桃园街道积极

探索社区层面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朝阳社
区选取海景小区作为试点，通
过老干部、居民推荐等方式选
拔设置30名楼长，探索楼长制
的新型管理方法。

张彩华 邱丽燕

王连街道强力推动“智造崛起”
本报荣成12月4日讯(赵红

阳) 今年以来，王连街道牢牢
扭住“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
的生命线”这一牛鼻子，通过做
强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
植的双轮支撑，共实施了总投
资12 . 8亿元的15个新建续建产
业项目。其中，装备制造产业项
目5个，海洋生物科技产业项目
4个，商贸服务产业项目3个，打
造起“王连项目区”，提升了装
备制造产业、海洋生物科技产
业、商贸服务产业的经济发展
贡献率。

在装备制造产业方面，王
连街道更加突出创新转型，进
一步激发了“智能经济”发展新
活力。当前，面对传统装备制造
业持续下行压力，王连街道坚
持向创新转型要动力，以集群
抱团促发展，通过加大项目投
入和技改创新力度，重点实施
了总投资2 . 5亿元的隆泰石油
科技装备、正大华光新能源、盛
泰技改、船宝船用发电机等项
目，引导鑫发集团与航海电器、
船宝发电机与航海电器、盛润
胶带与盛泰机械、隆泰石油与

永泰建筑的高频协作发展，力
促形成逆势上扬的总体发展态
势。隆泰石油科技装备项目采
用国内独家专利技术，生产阻
燃防爆油气加注设备，2 . 1万平
方米车间已全部投用，累计生
产销售设备200多台，产值5000
多万元。目前，正在建设5000平
方米的办公楼和研发中心，预
计2018年6月份可建成使用。

商贸文化产业注重突出优
势特色，进一步增创了“服务经
济”发展新优势。围绕泰达大厦
和银海总部经济大厦共3 . 7万

平方米的两大城市综合体，该
街道不断加快招商引资步伐。
泰达大厦盘活原交通大厦，重
点打造高端康养产业，目前已
完成21层封顶。下一步，将主动
与知名养老企业对接，借鉴北
京汇晨养老、上海亲和源和台
湾长庚养生等运营模式，寻求
项目合作，实现靠大联强。目
前，已成功引进家家悦集团，力
争明年7月份达成20家入驻协
议，打造地标性服务经济联合
体，进一步丰富了产业业态，提
升王连街道经济活力。

全区“小农水”项目顺利完工
本报荣成12月4日讯(王志超

刘浩磊) 2017年农田水利项
目县工程为省财政厅、水利厅
共同下达的项目，管理区共涉
及王连街道、东山街道和斥山
街道3个街道、22个村，项目总投

资1300万元， 5月底开工，10月
底完工。

主要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10390亩，改造塘坝3座、新建
或改造大口井14座、新建泵站24
座。

其中王连、东山片区计划投资
1200余万元，主要以八河水库抬
田工程为依托，对王连、东山等
周边抬田后约1 . 02万余亩连片
土地综合治理改造。王连片区
工程自6月下旬开始启动以来，

已新建水源3座，改造塘坝2座、
泵站7座，大口井6眼，铺设灌溉
管道约5公里，8月底前已完成，
之后又依次对东山、斥山片区
进行改造治理，整个项目在10月
底全部结束。

年底交付
11月28日，航拍黄海

造船有限公司为连云港港
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造
的中韩航线 1 0 8 0 客位 /
2480米车道客滚船“和谐
云港”轮。这是黄海为中韩
航线更新换代建造的第5
艘全新设计的大型豪华客
滚船。该船正在进行室内
装饰装修，预计年底交付
使用。

杨志礼 汤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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