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荣成青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操作工 10 3000-5000

维修工 1 3000-4000

洗桶工 1 3000-4000

安全管理员 1 4500-6000

16 荣成益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语流程BPO 10 3000-6000

17 山东裕泰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销售员 1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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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岛中小企业“小不点”长成“小巨人”

为喜迎“六一”儿童
节的到来，5月30日上午，
社会管理局开展了“迎六
一、送图书”慰问活动，对
辖区3所小学、幼儿园送
去了价值6万元的精美图
书，并观看了小朋友们表
演的节目。本次活动丰富
小朋友们的节日体验，通
过慰问，让小朋友们了解
书籍是陪伴他们成长的
最好伙伴，阅读可以滋养
他们的性情和志趣。

岳彩红
5月29日上午，管理

区社会管理局对辖区内
石岛社会福利中心和宁
津敬老院两处养老机构
进行节前走访慰问，为集
中供养特困老人们送去
了鱼、鸡蛋、牛奶等生活
物资，并详细了解老人们
的身体情况和在敬老院
中的生活状况，向他们致
以节日的问候，让老人们
感受到节日氛围以及党
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

董彩玉
2015年，盛跃松就任

盛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居
委会主任。上任以后，他
带领新一届“两委”班子
尽心管理，打开了社区发
展的新局面。盛家社区还
通过开会研讨、网格化管
理、居民信用建设“三大
法宝”强化社区管理。

社宣
近日，桃园街道分别

在街道西南海大集和石
岛湾中学，开展以“携手
筑网·宣传防治”为主题
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
育活动。在大集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悬
挂横幅3条，发放宣传彩
页150多张。现场为群众
答疑解惑。在石岛湾中
学，街道利用中学生班会
时间，向家长们宣传防范
非法集资的相关知识。此
次宣传活动共覆盖学生、
家长、老师共500余人。

岳美玲

近日，伴随飘扬的党
旗和喜庆的锣鼓，一张张
红色的党员光荣牌先后
被送至桃园街道桃园村
48名党员手中，并当场悬
挂至每个党员户的门楣。
收到光荣牌的党员笑逐
颜开，积极配合志愿者将
红色的光荣牌挂在墙上。

赛文洋
王连街道采取“包村

干部联村，两委干部联
户”的方式，深入各村耐
心为大家讲解了如何辨
识非法集资、遇到非法集
资宣传应该如何处理等
重要问题,做到了将打击
非法集资的宣传普及到
每一个村民，让打非宣传
渗透进每一个角落。

赵红阳
殷家村共有居民298

户、764人，2014年启动旧
村改造工程以来，共建设
安置楼9栋，总建筑面积
约3 . 4万平米，目前已完
成搬迁143余户。5月28日
上午殷家村开始第二批
安置楼分发，本批次共有
4个户型共计82户。

周华阳
近日，荣成市农商

行、人社局、卫健局和王
连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
爱心妈妈代表走进王连
街道第十四中学，对辖区
内家庭困难的20名学生
进行爱心资助，助资总额
达28640元。

于佳佳 宋玲玉
乔学华

5月27，管理区经济
发展局联合石岛消防对
区属重点修造船企业开
展了安全检查活动。督促
企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对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
况的管理工作，坚决杜绝
从业人员持假冒特种作
业证和失效证件上岗作
业；同时强化消防器材、
设施的操作培训，抓好消
防管理工作，防范安全事
故发生。 高发腾

速读

管理区24辆“特种车”投入运营
本报荣成6月3日讯 (石炫)

5月2 8日上午，管理区举行垃圾
分类清运车辆发放仪式，24辆垃
圾分类收集、集中压缩等功能车
辆全部发放给了辖区6个街道，
进一步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一体化运
行水平，打造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的“石岛样板”。

5月28日上午，挂着大红绸的
24辆不同功能的垃圾清运车辆整
齐地排列在了石岛环卫处的大院
内，来自辖区6个街道分管环卫工
作的负责人及部分一线人员，在
参观了车辆之后，统一学习了车

辆的使用方法。
截至目前，管理区已陆续投

资600多万，购置大小分类垃圾桶
近60000个，用于收集家家户户的
分类垃圾，并且在区域内实现了
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涉及
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诸多环
节，在为家家户户配置了新型组
合式垃圾桶，解决了垃圾的分类
投放问题之后，如何收集、运输以
及处理就成为了垃圾分类工作的
关键。

此次发放的24辆垃圾分类车
总投资800多万元，其中包括6辆
垃圾桶运输车、4辆垃圾压缩运输

车、14辆垃圾分类收集车。管理区
环卫处根据每个街道的实际情
况，分配不同功能的车辆，从而进
一步提升垃圾分类的收集、运输
的能力。

管理区环卫部门负责人表
示，在垃圾分类的末端，对于可燃
性垃圾，通过收集车和压缩站两
次压缩后，运往我市垃圾焚烧发
电厂进行焚烧发电；对于不可燃
垃圾，则直接运往区域内固废处
理厂进行固废物综合处理和再利
用。在实现垃圾减量化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的减少有害物质的排
放。

石岛出入境边检站开通“绿色通道”
救助回国医治旅客

本报荣成 6 月 3 日讯 ( 赵拓
斋 ) 6月 2日，石岛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开通“绿色通道”救助一
名在韩国务工受伤致全身瘫痪
回国医治旅客，为旅客后续救
治提供极大便利。

2日 8时许，石岛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接到石岛国际航运公
司的求助电话，称即将入境石

岛的“石岛”号客货班轮上，一
名旅客务工期间受伤致使全身
瘫痪，在韩国抢救 2 0多天后回
国开展后续救治，请求边检站
提供通关便利。接到求助电话
后，该站迅速启动紧急通关预
案，派出两名经验丰富的检查
员立即前往码头待命，同时联
系船方代理确认旅客基本信息

情况，并联系石岛人民医院1 2 0
急救中心立即前往船舶靠港码
头。班轮靠港后，执勤检查员迅
速上船查看旅客情况，开展人
证对照和证件信息核查，并配
合急救医护人员将患者移送至
救护车上，全程仅用时 8分钟，
为患者及时救治赢得了宝贵时
间。

本报荣成6月3日讯(石炫)
在管理区有这样一批中小企

业，论规模往往被当成“小虾
米”，他们的产品看上去可能并
不起眼，小到一个发电机，一块
泡沫，一盒调味品，看似简单，
却通过科技创新，以其“专精特
新”精神，成为细分领域的“领
跑者”。

近日，荣成船宝发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船用发
电机、电动机及发电机组通过
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检验，并
获得中国船级社型式认可证
书，这是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

自2018年以来认可的唯一一家
企业，也是威海首家拥有此三
项认证的企业，标志着船宝发
电机生产的船用电气产品已得
到高级别权威认证机构认可，
为公司规模化开拓船电市场打
开了通道。

威海维赛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是聚合物材料领域的先创
企业，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强度结构泡沫，大幅提
升了风电叶片芯材结构，在降
低成本的同时，保证了产品性
能指标达到国外先进水平，打
破了外资企业长期垄断国内市

场的局面。
荣成市领鲜海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研发生
产海洋生物调鲜品的现代化高
科技企业。自2015年成立以来，
先后斥资2000多万元,新建了
达到医药行业标准的生产车
间，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生产
和检测设备,开始向海鲜调味
料行业转型，目前已成为国内
海洋生物调鲜品的领先者。

说起隆泰这个名字，许多
人可能并不熟知。但其实在国
内石油化工装备业界，这家企
业生产的撬装式加油装置不仅

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东南亚
等“一带一路”国家。该企业不
仅与山东科技大学建立了紧密
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还每年投
入研发经费400多万元，年实施
工艺、设备和技术改进项目50
多个，先后获得68个实用新型
专利以及15个发明专利。与“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合作
成立“生物肥料研究与开发院
士工作站”，利用生物酶工程技
术研发生产绿色、有机、安全的
氨基酸小肽和海藻提取物的鸿
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立
志打造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

“深海鱼虾贝类蛋白”生产加工
企业。

以上这些中小企业，只是
从石岛部分行业中选取的典型
样本，在各自领域，他们积极探
索创新、寻求突破，为区域经济
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目前，石
岛管理区已获批威海市级以上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17个，
占全市30%以上；已有22家企
业通过威海市级以上“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认定，接近全市总
数的四分之一。一大批中小微
企业已逐渐成长为行业小巨人
和细分市场的领军者。

环山路隧道西线贯通

历经730多天连续不间断的艰
苦施工，近日荣成市首个隧道工
程——— 石岛环山路隧道西线成功
开启宽阔通道，这标志隧道西线顺
利贯通。

环山路二期项目全长1850米，
其中穿山隧道全长1310米，设计双
洞。由于隧道穿越的石岛山全部为
坚硬的岩石，无法用盾构机施工，
只能分步骤爆破作业。目前，随着
隧道西线的贯通，东线正在加紧掘
进最后200多米，预计整个项目将
于2020年初完成全线通车，届时将
有效缓解石岛老城交通压力，带动
沿线和周边区域经济发展。

杨志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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