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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力促高质量发展做出示范

速读

荣成市企业2019年用工需求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岗位说明 招收人数（个） 学历要求 年龄要求 工资待遇说明

本报荣成9月16日讯(通讯
员 荣宣) 9月11日，管理区
召开月调度工作会议，重点传
达了威海市委书记王鲁明来
石岛调研讲话精神，要求各级
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讲话精
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示
范。

8月21日，威海市委书记王
鲁明来管理区调研，研究推动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
对石岛的工作，王鲁明书记用

“贡献很大，成绩难得”来评
价，强调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发挥优势、突出特
色，一马当先、担当作为，在新
旧动能转换、精致城市建设、
乡村振兴等方面争当领头雁、
排头兵，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

出示范。对下步的发展，鲁明
书记作了重要指示：一是要始
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一手抓
存量变革，深入企业、深入一
线，以“感动式”服务支持企业
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上
马新项目、冲击新目标；一手
抓增量崛起，围绕海洋经济、
港口物流、核电产业、制造业、
文旅产业等领域，开展集群
化、产业链、上下游招商，龙头
配套一起招，实现双招双引新
突破。要充分发挥优势，在打
造特色优势产业上下更大功
夫，努力打造全市海洋产业发
展的制高点。二是要高标准、
小切口建设精致城市，加快老
城区的有机更新、改造提升，
高标准建设好新城区，拓展精

致镇街建设范围，从每一个不
精致的地方入手，打造精致街
区、精致驻地、精致社区、精致
码头。同时，要把精致城市与
精品旅游结合起来，打造海鲜
街、历史纪念馆等特色载体，
策划沿海、内陆、乡村等精品
旅游线路，将来的旅游都要向

“文旅”方向发展。三是要用片
区理念推动乡村振兴，以打造
乡村振兴样板片区为总抓手，
做出规划，拿出方案，打造样
板片区，向周边农村延伸覆
盖，带动总体发展，缩小城乡
之间、沿海内陆之间的差距。
对优质高效农业，要引大户，
搞规模化、连片化、机械化种
植。对规模较小的村，也要像
片区一样，该合并合并，连片

打造、连片振兴，在实现乡村
振兴全覆盖方面走在全市前
列。四是要强化基层基础工
作，对海上生产、道路交通、社
会治安、信访维稳等领域，要
强化源头治理、做好基础工
作，底线就是不能出事。五是
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的
政治责任，加强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梯队建设，加大软弱涣
散村和经济薄弱村整治力度。
各级党员干部要积极争当“李
云龙”式的干部，不怕困难、勇
往直前，大胆创新突破。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结合各自实际，认真学习王鲁
明书记的讲话精神，抓好贯彻
落实。一要坚定勇争一流的决

心。大家要对标先进，继续发
扬“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
的精神，在各领域积极探索经
验、打造样板典型，当好荣成、
威海发展的龙头和标兵。二要
瞄准攻坚突破的重点。对新旧
动能转换、双招双引、精致城
市建设、乡村振兴等各级高度
关注的重点工作，要找准存在
的问题短板，定方案、定措施、
定时限。三要树立勤政务实的
作风。区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用
好“一线工作法”，亲力亲为，
现场办公，坚决杜绝遥控指
挥；各街道、部门要深入村居
企业，扑下身子、撸起袖子，带
着感情和责任工作，真正当好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发
展的“店小二”。

本报荣成9月16日讯(通讯
员 石炫) 管理区在9月11日
召开的月调度工作会议上强
调，以王鲁明书记来管理区调
研讲话精神为动力，扎实做好
当前重点工作。会议要求：

在重点项目工程上，要利
用当前的黄金施工期，全力以
赴促进度、促投产，确保重点
项目工程推进。9月底前，赤山
磷虾生物产业园保税物流库
主体框架要完工，鑫发海洋生
物科技产业园车间主体要过
半、物流库主体要完成70%，中
泰新能源装备车间主体要过
半，顺达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项目主体要完工，恒大五星级
酒店基础施工要过半，环山路
隧道西线及路面要完成沥青

下混凝土基层施工，经达医养
小镇、山东船舶技术研究院等
正在内外装修的项目，要加快
推进，尽早投用。另外，对明年
重点项目，要抓紧论证筛选。

在精致城市建设上，要以
威海和荣成市领导来管理区
调研讲话精神为动力，搞好精
致城市、精致小镇建设。一是
老城区要在精致上下功夫。要
按照精致的要求，一条街一条
街的制定整改方案，大到建筑
外墙、管网管线，小到城区公
厕、停车场等，处处都要体现
精致，抓好落实，其中楼顶广
告、立柱广告10月23日前全部
清零，确保能看到建筑物的天
际线。二是精致小镇要往外延
伸。各街道在做好主干路两侧

提升的前提下往外扩展，驻地
周边的村庄也要精致起来。此
外，对明年精致城市重点工
程，要抓紧做好方案设计，争
取重点项目提前启动。

在乡村振兴上，以打造样
板片区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
手，搞好渔家风情片区规划建
设，要结合实际，立足特色，抓
好沿线提升；在样板片区党建
方面，要牵头研究党支部联合
发展的道路，以组织联合振兴
引领乡村联合振兴；在农村环
境提升上，未达到“四清”验收
进度的街道要加紧整改，及时
完成市里验收；在农村垃圾分
类上，要对照问题一项一项抓
整改，继续对村两委、保洁员
进行专题培训；对分类垃圾

房，按照市里要求11月底前全
部投用，要加紧规划建设；在
农村饮水安全上，要按照市里
要求，结合实际，抓紧落实。此
外，各街道及相关部门也要按
照时限和标准要求，加快做好

“户户通”、清洁供暖、农村改
厕等工作，切实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

在生态环保整治上，要对
照上级要求，认真梳理各项工
作情况，继续抓好整改。同时
对大气环境治理和石岛湾环
境整治提出严格要求。

会议还对主题教育、文化
旅游宣传、安全生产、旧村改
造、三秋生产和松材线虫病防
治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管理区扎实做好当前重点工作

本报荣成9月16日讯(通讯
员 石宣) 9月9日，威海市乡
村文化振兴现场推进会，来管
理区观摩石岛渔家风情样板
片区。

石岛渔家风情样板片区
位于宁津街道，是威海市乡村
振兴十大样板片区之一、荣成
市乡村振兴两大样板片区之
一。片区内拥有5个国家级传
统村落、7个省级传统村落、2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1个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1个全国首批
乡村旅游重点村、1处全国百
佳旅游目的地、1处国家级文
保单位。

片区抓住文化这个内核，
培育乡村文化“一源多用”，
不断丰富提升片区发展内涵。
一是抓好乡村文化阵地建设。
采用“信用管理+志愿服务+
文明实践”模式，充分发挥志
愿服务和信用基金在村级事
务管理中的抓手作用。二是抓

好乡村文化传承挖掘。按照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要求，传承挖掘红色
文化、渔家民俗文化、优秀儒
家文化等文化底蕴，培育一批
剪纸、面塑等传统技艺传承
人。三是抓好乡村文化创新发
展。建设谷牧与改革开放展
厅、清廉之路—威海廉吏馆，
连续举办3届传统村落保护与
乡村旅游论坛、花饽饽民艺大
赛、甲子山春季游园会等品牌

活动，吸引央视《美丽中国乡
村行》《生财有道》《餐桌上的
节日》《每日农经》以及《咱村
的女消防官》《小官大道》《比
你出生早一天》等20多个电视
栏目和影视作品到片区取景
拍摄，东楮岛亮相北京世园
会，进一步提升片区知名度，
增加旅游产业厚度深度。观摩
团一行对东墩村进行现场观
摩。观看宁津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纪录片。

乡村文化振兴现场推进会观摩石岛

46
广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分公司

礼宾员 10 中专 30以下 4000
客服助理 5 中专 30以下 3500
保洁员 5 18-44 3000

维修技工 4 中专 45以下 4000
管家 2 大专 5000

保安员 5 中专 35以下 4000

47
济南万达儿童娱乐有限公司荣成分

公司

出纳 1 大专 2900-3300
活动主管 1 中专 35以下 3000-3500

乐园服务专员 4 中专 35以下 2900-3300
互动导师 2 2900-3500

设备安监专员 1 35以下 3100-3500
销售顾问 4 中专 35以下 2900-3300

中秋节，桃园街道“携
手圆梦”志愿服务项目再
次温馨起航。20余名志愿
者自带食材，用两天时间，
烤制600多枚月饼，由街道
30余名包扶责任人、60余
名志愿者先后将月饼送给
30户贫困家庭、19位抗战
老兵、5位残疾人、6名贫困
学子、2个敬老院，让他们
在团圆的节日感受到来自
政府和社会的温暖。

赛文洋 赵卓娅
中秋佳节，管理区引

航爱心协会志愿者特意为
退伍老兵、贫困家庭、贫困
学生和大鱼岛医康敬老院
的老人们亲手制作中秋节
爱心月饼，分组送到关爱
对象手中。

石宣
为进一步深化廉洁村

居建设，丰富“党风带家
风、家风促党风”主题活动
内涵，9月9日上午，桃园街
道纪工委组织纪工委全体
成员、16个村居纪检委员、

“廉洁好家风”先进代表共
40人，来到宁津街道东墩
村红色廉政教育基地参观
学习。

姚小双
由石岛芬芳社工中心

牵头组织的为“芬芳斥山
儿童服务站”网络筹捐中，
荣成人以超百分的爱心和
激情，仅用一天半的公益
日就超额完成了省慈善总
会、壹基金、省社创中心的
四 个 项 目 ，共 计 筹 捐
130903 . 55元，是全省第一
批众筹超额完成者。在全
省人民面前展示了荣成人
的善良和大爱精神。

石宣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日前，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管理区各街道继续深挖潜

力，创新探索，持续有效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石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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