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振华商厦有限公司 商厦主任 2 不限 2500-3500 荣成市文化东路6号 0631-3618889

荣成市黄海离合器
有限公司

技术员 5 本科 3000-5000元
荣成市黎明南路601号 0631-7551286

车间管理人员 3 本科 3000-5000元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

外贸人员 6 本科以上 3500-4500

荣成市石岛双山东路
599号

7321100

文秘 4 大专以上 3500-5000
网络管理 1 大专以上 3500-4500
财务人员 4 大专以上 3500-5000

建筑技术岗位 20 大专以上 3000-5000

园林规划 2 大专以上 3500-4500
汽车修理工 2 大专以上 4000-7000

朱口集团有限公司
粉末治金研发 2 大专以上 3500-8000

荣成市人和镇朱口村 7453030
模具数控编程 1 大专以上 350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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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河道塘坝除险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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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聘

1月20日，中国休闲
渔业产业发展大会暨中
国休闲渔业旅游推介盛
典活动在北京举行，荣
成五处企业获奖，其中
中国休闲渔业旅游目的
地 石 岛 占 三 处 ，分 别
是 ：桑 沟 湾 海 洋 牧 场 ，
威海赤山凤凰湖休闲渔
业园区，东楮岛海洋牧
场。

杨志礼 于杰
为了确保每一名贫

困学生都能度过一个温
暖的春节，让贫困学生家
庭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
浓厚的温情，近日，桃园
街道开展了“温情寒冬
心暖新春”的走访活动，
共走访慰问了12户贫困
学生家庭。

于青松 邢志林
1月24日威海投融资

市场举行齐鲁股权交易
中心威海市企业集中挂
牌仪式，荣成船宝发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荣成
市甲子山生态休闲农庄
股份有限公司及荣成宏
业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三 家 企 业 被 顺 利 授
牌。截止目前管理区共
有1家企业主板挂牌，4家

企业新三板挂牌，11家企
业四板挂牌，今后将继
续发挥好监管和服务职
能，做好企业与中介机
构之间的桥梁纽带，对
和兴船业、港新传媒、荣
晟船舶等企业进行挂牌
培植，争取挂牌企业数量
取得新突破。

李雅群
王连街道为提升区

域发展内涵，拓展发展
厚度，通过打造驻地管
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管
护新平台和安全生产和
矛盾调解新平台，全面
创响“山情水韵、毓秀王
连”新形象。

赵红阳
近期，桃园街道安监

中队、派出所、劳动保障
等部门组成专项检查组，
对辖区重点领域企业进
行了安全生产检查和欠
薪摸排行动。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
查覆盖辖区36家企业，重
点对涉氨制冷等行业企
业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此次检查共发现隐
患问题10处，已当场全部
整改完毕。

赛文洋

黄海造船新签客滚船订单

本报荣成1月30日讯(刘浩
磊) 1月18日，荣成市水利局
会同市财政局相关工作人员，
对管理区2017年民生河道及塘
坝除险加固工程进行了检查
验收，对工程建设的效果与质

量给与肯定。
自2017年全国推行河长制

以来，管理区高度重视水利设
施建设，其一抓好民生河道治
理工程，2017年度投入300多万
元，对宁津东墩河(二期)、港湾

街道桃树园河、王连峨石山村
河道进行治理，通过治理极大
地改善了河道的环境，之前的
脏乱臭变成了现在的小桥流
水人家，村民拍手称赞。整治
完后的河道设立河长制公示

牌，接受村民的监督，让小桥
流水源源不断。其二管理区
抓好小型塘坝的除险加固工
程，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万元
对宁津留村、斥山立山村、王
连大汛姜家村南塘坝、桃园

邵家村 4处塘坝进行出险加
固，加固后的塘坝蓄水更多，
防汛、灌溉能力更上一个层
次，同时环境得到改善，周边
的村民又多了一个休闲的好
去处。

大爷拾金不昧

失主跪地谢恩

速读

本报荣成1月30日讯
(张琬茹 马小龙 ) 日
前，石岛张家村刘师傅在
乘坐公交车时，捡到一个
白色布袋。里面装有2万
余元现金，刘师傅将捡到
的现金送到石岛公交，最
终物归原主。

1月17日中午，石岛
张家村刘师傅乘坐305路
公交车的时候，在车上捡
到了一个布袋，布袋里装
着厚厚的一沓百元面值
的人民币，刘大爷在车上
询问周围的乘客是否丢
了这个布袋，竟没有找到
失主。刘师傅将布袋送到

石岛公交，希望可以帮忙
寻找失主。

石岛公交夏队长查
看了一下布袋，里面装有
现金22412元，却没有失
主的相关证件，就在他准
备上报公司的时候，石岛
公交公司信息中心的电
话打到了车队，原来失主
杨女士报了警并且与石
岛公交公司的信息中心
取得了联系。夏队长将情
况告知了信息中心工作
人员，信息核对正确后，
将钱归还给杨女士。杨女
士激动地跪在刘师傅面
前，感谢好心人。

本报荣成1月30日讯 (汤鑫)
1月16日，黄海造船有限公司

与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烟台举行2000客位/3000米
车道客滚船造船合同签字仪
式。这是继2017年6月黄海造船
为渤海轮渡建造交付客箱船

“海蓝鲸”号之后再次深度合
作，实现了双方“产品+服务”战

略合作“双赢”。
该船是黄海造船为渤海轮

渡建造的第12艘客滚船，将于
2019年9月交付，建成后将成为
亚洲载货和载客能力最强的客
滚船，投入渤海湾营运，主要往
返于烟台和大连之间。该船总
长 2 1 2米，型宽 2 8 . 6米，型深
15 . 3米，总吨位为4 . 5万吨。乘

客定额为 2 0 0 0 人，车道长度
3000米。船内设有VIP海景套
房、观光阳台豪华双人间、购物
中心、超市、多功能演艺厅、电
影院、KTV、儿童乐园、游戏竞
赛区、宴会包间、娱乐包间、露
天星空影院、露天BBQ、露天跑
道及观景区等娱乐休闲场所并
配备了3台电梯。

管理区开展大集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荣成1月30日讯 (黄静

雷洁寒) 为增强群众的知法
守法意识，推动“七五”法治宣
传，1月25日上午，管理区在港
湾街道南车大集举办“建设平
安石岛·弘扬法律精神”大集普
法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按照贴近百
姓生活的原则，围绕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扣区域经

济发展、和谐稳定主题，通过悬
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设立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
宣讲和普及涉法涉诉、信访、反
邪教、禁毒、非法集资、道路交
通安全、消防等领域的有关政
策和法律法规，受到了群众的
欢迎。活动现场发放各类宣传
材料10000余份，解答各种法律
问题和相关政策咨询300多个。

据了解，自“七五”普法活
动以来，管理区结合区域实际，
组织相关政法部门和各级各类
社会管理和服务机构，先后开
展政策法规知识进社区、进农
村、进校园、进工地等各类宣讲
活动近百场次，进一步扩大了
普法教育的覆盖面，提高了法
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

1月23日，荣成市石岛管理区盛泉幸福老年公寓，被誉为“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家”的
七旬非遗原创老艺人方桂凤带领老年剪纸爱好者利用1个多月时间，剪出了融入地方
元素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新时代、新气象”迎新春剪纸窗花，表达了老年人热爱
党、热爱祖国的朴素情怀。

杨志礼 摄

巧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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