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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举行2019督导观摩展示发展成就

7月24日，管理区经
济发展局召开推广企业
综合服务平台使用工作
会议，共邀请49家区属企
业，其中36家工业企业及
13家服务业企业参加，开
发方省联通公司的专业
人员现场进行指导讲解，
力求达到宣传推广全覆
盖。该平台是荣成市为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助力企
业向高精尖方向快速发
展而上线的综合服务平
台。

李雅群
近日，石岛医院呼吸

内科上演了暖心的一幕。
来自北京92岁的徐奶奶
委托子女为呼吸内科全
体医护人员送来一面写
有“白衣天使无限爱心
德医双馨妙手回春”的锦
旗，以表达她在两次住院
期间呼吸内科全体医护
人员对她的精心治疗与
悉心护理。

于君
为规范全体护理人

员的急救技术、提高全院
护理人员急诊急救水平，
7月16日，石岛医院在综
合楼五楼会议室举办了
各科室专职教育护士心
肺复苏技能专题培训。本
次培训由威海市中心医
院急诊科副护士长王媛
媛采用理论与技能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现场授课。
首先，王护士长详细讲解
了《2018心肺复苏指南》
的相关知识，使参训人员
对最新版的心肺复苏理
念与技术有了全面的了
解。

董燕妮
连日来，石岛总工

会、赤山集团分赴石岛园
林各一线养护施工现场
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为
一线职工送去了亲切的
慰问和关怀，并送上矿泉
水、西瓜等降暑物品，叮
嘱他们一定要注意高温
生产与生活安全，科学安
排施工时间，做好高温天
气的安全防护措施。据了
解，此次送清凉活动同
时，石岛园林还向广大职
工推送出夏日安全生产

防护小常识等实用知识，
切实做到了把关爱职工
行动落在点滴细微处，受
到了一线职工们的一致
好评。

唐敬娜 许悦森
港湾街道精致城区

与美丽乡村融合发展，港
湾街道按照“精致城区与
美丽乡村一体融合、村庄
改造与配套完善一体提
升”的思路，主抓城里、城
中、城外三大板块，启动
实施“6565”规划建设。

斥山街道产业兴带
动区域兴，抓产业转型升
级。在项目建设上，先后
实施了恒大商业广场、凤
凰城石岛农贸中心等重
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0
余亿元。推进精致小镇建
设。按照“东部提升、西部
振兴、联动发展、全域精
致”的思路，重点打造“两
线一片区”

东山街道项目为王
全力推进建设，一是抓在
建项目投产达产。二是抓
在谈项目落地实施。三是
抓招才引智提档升级。

王连街道抓亮点增
优势创特色，以“双招双
引”为抓手，坚持“增量提
质、存量盘活”的原则，实
现高质量突破式发展。坚
持精当规划、精心打造、
精细管护，打造有内涵有
韵味的精致小镇。通过全
域化信用体系建设，探索
多维度社会治理模式，提
升社会治理水平。

桃园街道项目建设
全面起势，项目建设上：
盛泉医养健康城项目由
盛泉集团投资建设，总投
资5亿元，打造一处集文
化交流、旅游、商贸、养老
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养健
康产业园。盘活闲置资产
上：轩鼎维度信息城项目
由青岛中天融创投资有
限公司投资3亿元建设，
盘活利用原奥孚家俱城，
拆除老旧建筑10600平方
米，新建3栋高档住宅楼，
主要从事信息技术咨询、
金融服务、日韩商品交易
等。

石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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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寻山集团有限公司

水产养殖 6 本科 3500元，五险，员工福利购房

食品研发 2 硕士 4500元，五险，员工福利购房

车间主任 1 大专及以上 4000-60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食品质检 2-3 大专及以上 3000-50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统计员 2-3 中专 2500-35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食品机械操作工 5-10 初中 3000-35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电工 2-3 中专 3000-50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机械维修师 2-3 中专 3000-50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销售 2-3 中专 3000元+提成，五险，节日福利等

电子商务 2-3 大专 2500-3500元，五险，节日福利等

讲解员 4 大专 2500-4000元，社保，节日福利等

机械加工工艺制图 2 大专 3000-4000元

锻造工艺制图 2 大专 3000-4000元

热处理技术人员 1 大专 3000-4000元

钢材理化检验员 1 大专 3000-4000元

本报荣成 7月 2 9日讯 (石
宣 ) 7月 2 3日，管理区举行
2 0 1 9督导观摩活动，并通过
新华社现场云平台对活动进
行全程直播。

为更好地向外界展示管
理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激
发全区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激
情，7月2 3日上午，管理区举
行2 0 1 9督导观摩活动，并通

过新华社现场云平台对活动
进行全程直播。本次直播以
督导观摩为主线，结合石岛
成就展示、大项目建设、网友
评价等形式，和大家一起看
变化、谈感受、展望高质量发
展光明前景。

本次直播内容结合全区
上半年重点工作，通过图文
和视频等形式，向外界全方

位展示石岛管理区近年来在
生态和人居环境、精致城市
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发生
的显著变化，以及双招双引、
海洋经济、楼宇经济和现代
服务业、文化旅游等领域取
得的喜人成绩。

今年以来，管理区深入
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围绕荣成市委、市政府“争当
践行新发展理念排头兵”和

“重整行装再出发、改革争先
再 突 破 ”的 目 标 要 求 ，突 出

“ 全市发 展 龙 头 ”定 位 ，以
“工作落实攻坚年”为抓手，
聚焦双招双引、产业发展、精
致城市建设，冲击新目标，转
换新动能，力求新突破。当年
投资1 2 5亿元的2 1个市级项

目、97项精致城市建设工程，
全部按计划推进。预计上半
年，区内生产总值 1 7 3 . 5亿
元，同比增长 6 . 8%；工商税
收 4 . 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 3 . 7%；实际利用外资2 0 8 9
万美元，同比增长30%；进出
口53 . 6亿元，同比增长18%，
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稳中有升
的良好态势。

石岛：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荣成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歌咏会南片赛区初赛，7月23

日晚上在石岛公园举行。
来自石岛管理区和所辖6个街道，以及虎山镇、人和镇的16支合唱团队，用一首首激情澎湃、

美妙动听的歌曲，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振了大家干事创业的信心和激
情。“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歌咏会，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其中初赛阶段全市分南片、中片、北片
三个赛区进行，来自全市各区镇街、市直部门、有关企业、村居的67支合唱团参赛。由初赛选拔出
的优胜代表队将参加9月下旬举行的最后决赛。

石宣 摄

本报荣成7月2 9日讯 (石宣 )
7月 2 6日，荣成和信通中韩跨

境电商产业园举行开园仪式，威
海市商务局、荣成市政府、石岛
管理区、荣成海关等相关领导和
人员参加开园仪式。

和信通中韩跨境电商产业
园项目由贰零壹捌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山东云从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和韩国TCL国际认证院联
手打造。该产业园是集采购、仓
储、物流、分拨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跨境电商综合园区，主要集聚
跨境电商企业从事中韩跨境电
子商务进出口业务，主要进出口
产品以小家电、服装、鞋帽、日用
品、食品、化妆品等为主，主要进
出口国家为韩国，跨境电商零售
出口日单量年内将达 5 0 0 0单以
上。

山东云从软件科技有限公
司建有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云
仓产品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具
有政策发布、信息交流、在线商

城、以及平台服务系统，可为韩
国的卖家提供稳定、高效、便捷
的服务。二零一捌电子商务已成
为在网商数量、业务模式上排名
靠前的区域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该企业可为和信通中韩跨境电
商产业园提供众多的货源渠道。
韩国TCL国际认证院作为ISO国
际标准认证全球发行机构 ,该企
业主要负责和信通中韩跨境电
商产业园在韩国的招商、推广及
产业孵化等相关业务。

和信通中韩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

本报荣成7月2 9日讯 (石炫 )
近日，由央视新闻移动网发起

的2 0 1 9“打卡最美海岸线”系列
直播节目走进管理区。

7月21日9时至10时，栏目组
与全国观众一起欣赏滨海避暑
消夏旅游目的地清爽美景。此次
直播分为宁津街道东楮岛和港

湾街道花村车脚河两个现场，观
众通过直播镜头与主持人一起
探秘海上平台，体验逗鱼、垂钓，
尽享滨海夏日欢乐；漫步百年花
村，赏渔家大鼓，闻花果飘香，打
卡最美海岸线。

石岛作为远近闻名的滨海
旅游小城，盛夏时节，全国各地

的游客纷纷举家结伴，前来感受
秀美山海风景，畅享滨海特色夏
日风情。节目组还在直播活动
中，采访了多位来自不同省市的
游客。甘肃游客赵先生说：“夏季
来石岛避暑特别舒适，住海草
房、吃美食，还有很多夏日活动
可以参加。”

央视新闻移动网直播走进石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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