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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1059 . 5万美元

本栏目信息由荣成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发布 联系电话：7571533人才招聘

速读
近日，桃园街道继续加大违

建治理力度，集中部署调度，压
实 分 包 责 任 ，对 辖 区 4 5 处 共 计
4833平方米的违法建设展开拉网
式清理，拆违工作取得实效。今
年以来，街道共计拆除违建12处
共计16130平方米的范围，啃下多
个“硬骨头”。

赛文洋
近日，东山街道纪工委组织

召开农村党员干部廉政教育暨
“三堂课”工作部署会议，31个村
131名党员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讲规矩、守
纪律，讲程序、守法记，正确对
待、自觉接受监督，切实做到忠
诚干净担当履职、依规依纪依法
办事。

刘红军 张建磊
宁津街道教育引导机关干部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当好企业和
群众的“店小二”，热情服务于企
业和人民群众。

胡刚 王飞
斥山街道在重拳治违中，做

到由街道驻地向农村区域延伸，
由主干道路向支路延伸，由违建
拆除整治向违法占用地堆放等领
域延伸。按照先驻地后农村、先
公后私的原则，在首批拆除6家涉
公单位违建的基础上，在驻地全
面 开 展 拆 违 行 动 ，营 造 强 大 声
势，实现以城带村的拆违格局。

王荣繁
4月1 9日，王连街道 (威海市

级 )扶贫开发项目丽景生态产业
化基地桑葚采摘园，台湾长果桑
引种成功结果，果农正在采摘长
果桑。

赵红阳
斥山街道结合“双提”和“大

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认
真贯彻落实“店小二”精神，狠抓
四 个 强 化 ，加 快 推 进 大 项 目 建
设。

王荣繁
4月18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

道2018荣成滨海国际马拉松摄制
组 走 进 石 岛 ，对 当 地 代 表 性 的

“美丽名片”进行专题采访报道。
据了解，“奔跑中国·美丽中国”
2 0 1 8荣成滨海国际马拉松将于4
月29日举行，大赛将通过央视体
育频道向全国现场直播，届时，
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文明创建成
果、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道德
模范人物事迹等各个方面都将在
直播节目中充分展现。

于若琳
石岛管理区园林管理处自培

新品郁金香花香溢港城，据悉，
市民已经可以在流口和科创大厦
周边欣赏到新品郁金香花盛开的
美景了，未来郁金香的栽植区域
和面积会进一步增加，为石岛绿
化增添新的色彩。

唐敬娜

本报荣成4月23日讯 (付
明 杨洪刚 王利群 ) 目
前，管理区正积极筹备 4月
份与清华核能研发中心项
目签约的相关工作，将该园
区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的
新能源产业创新基地。一个
个项目的签约落地，一笔笔
内外资到帐或增资，正是管
理区加速扩大新一轮对外
开放，创新精准招商模式，
深耕核能衍生产业链，全力
培植动能转换新引擎的突
出成果，今年第一季度，全
区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059 . 5
万美元，实现利用外资首季
开门红。

近年来，管理区按照“园
区平台+龙头项目+上下游配
套+产业生态圈”的思路，以
打造先进装备与智能制造产
业集聚地为导向，聚焦世界

500强、央企百强、行业隐形冠
军以及上下游延伸产业，开
展主导产业定向招商，带动
产业集聚发展。围绕核电配
套领域，将“招大引强”作为
突破重点，紧盯中字号、500强
和知名上市公司，先后与清
华控股、中建筑港、江苏赛尔
特种管业等一批央企、大财
团进行对接，引进了清华核
能研发中心、水发集团20万吨
海水淡化、赛尔超高压特种
管业等一批打基础、利长远
的重大产业项目。围绕黄海
造船上下游配套企业链，积
极开展联企招商、以商招商，
对接船舶配套产业招商，支
持石岛重工进军“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上半年将建造多
套各类大型装备交付俄罗
斯、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

“一带一路”国家客户，带动

贸易和产业双发展。
由管理区投资促进局牵

头，对全区闲置、低效资源进
行集中摸排、逐一建档立卡，
建立了涵盖1434亩闲置土地、
39处闲置厂房、51处置闲置商
贸设施的招商资源储备库，
并结合荣成市智慧招商平台
积极宣传推介。成功盘活了
银海商贸楼、翔宇环保科技、
交通大厦、东兴保温工程材
料、石岛集团办公楼等闲置
资源，引进实施了上海亚朵
连锁酒店、裕泰石油装备、泰
达康养中心、菓行菓素饮品、
环亚融创中心等盘活项目近
20个；奥奇海洋生物科技、西
寨大酒店等项目也正在与投
资方进行沟通洽谈。

培育电商服务平台，通
过平台招商，是管理区具有
前瞻性的创新招商举措。近

年来，管理区坚持“扶大培
优”，培育电商服务平台。依
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
级换挡，优化海关监管模式
和通关程序，日前新增的石
岛——— 韩国群山航线，实现
双通双开，5月份，国际陆海
联运中心项目开工，将进一
步扩容港口货物吞吐量和运
输能力。今年一季度全区完
成外贸进出口总值18 . 7亿元，
同比增长32%，其中出口总值
17 . 1亿元,同比增长43%。管理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管理区
要实现经济突破式发展，招
商引资首先必须有突破。今
年管理区将按照市委、市政
府要求，坚持引进来与走出
去并重，加速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推动石岛新一轮高
水平对外开放。

农业综合局开启乡村新动能

本报荣成4月23日讯(付明
杨志礼) 石岛管理区抓住

新动能转换机遇，创新工作模
式，加大硬件设施投入与实时
监控，环保巡查同步深度推进
排污治理“无死角”，实现全域
污水达标处理“全覆盖”。

管理区先后投入1 . 2亿元
建成环亚污水处理厂、投资
1 . 5亿元建成高新园污水处理
厂，并对西王门河、北流口等
重点河道、关键部位排污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2017年投资1 . 7

亿元建成八河污水处理厂，敷
设污水管网20公里，区域污水
日处理能力提高到10万吨；同
时对城区内的环亚污水处理
设施进行了加盖改造。

结合中央环保督察专项
行动，石岛管理区从街道、部
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了50多人
的环保巡查组，建立了分片巡
查、交叉巡查常态化巡查机
制，对辖区所有355家排污企业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截至
目前，已查处违规企业139家，

查封57家，下达整改通知或责
令停产10家，移交公安部门处
理8家，罚款33家、400多万元，
对违规企业形成有力震慑。对
辖区所有排污企业安装污水
排放在线监控系统，搭建专业
化智能平台，实施无缝监管。

按照规划，石岛管理区所
有日排放污水50吨及以上规
模的企业都要在年内安装在
线监控系统。其中，第一批，鑫
海环亚污水处理厂和八河污
水处理厂辐射范围内的排污

企业，到今年6月底完成安装
并通过验收；第二批，其他排
污企业到今年11月底完成安
装并通过验收。对企业在规定
时限内按要求完成安装并正
常运行、污水达标排放的，在
运营维护合同期限内管理区
将每年给予1万元奖励。截至
目前，第一批109家企业已签
订协议82家并开始土建施工。
石岛管理区的污水达标治理
经验受到各级专家学者充分
肯定。

祭海祈福
2018年4月20日，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山东省荣成市石岛管理区
东楮岛村隆重举行传统的“祭海”
祈福仪式，祈求大海平安保丰收。
当日，山东省荣成市有10余万沿海
渔民举行丰富多彩的渔民节庆祝
活动。当日，大鱼岛集团等沿海村
企渔民也都举行了谷雨“祭海”祈
福的活动。

杨志礼 孙丹 王琳 摄

本报荣成4月23日讯(段
晓磊 辛欣欣) 农业综合局
从五个关键点入手，重点解
决“三农”发展中的“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探索乡
村振兴的石岛路径，开启乡
村振兴新动能。

农业综合局围绕培育现
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着力

解决“土地由谁来种”“怎么
种”的问题。与中国林科院联
姻，分别在龙山湖生态园、盛
家生态园等地建立了鲜食树
莓种植实验基地、500亩的软
枣猕猴桃种植基地。

培养“三农”工作人才队
伍，解决农业技术、农村管理
人才需求的问题。建立农业

农村服务全域旅游体系，解
决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问
题。目前，已经制定详细的实
施方案。农业农村服务全域
旅游实体正在筹备建立中。
建立共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解决农民种地难，收益低
的问题。建立了“石岛农业社
会化服务中心”，对全区土

地、山林、水利、农机、劳动
力、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动态
信息，建立信息数据库，为共
享农业社会化服务实体和农
业经营主体供需双方提供共
享信息服务。今春，已为荣海
枣油桃种植合作社等3家合
作社提供土地平整和苗木栽
植服务。

石岛污水达标处理全域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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