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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围绕产业靶向引人才

速读
为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战略，管理区始
终把改厕作为重要的惠
民工程来抓，农村厕所改
造已惠及群众2万余户。
改厕工程进入最后阶段，
管理区各相关单位、街道
村居目前正全力冲刺攻
坚，坚决夺取厕所革命的
最后胜利。

石宣
近日，由山东省企业

技术创新促进会和省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联
合组织的2019年度技术
创新优秀成果、优秀新产
品、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
晓，荣成船宝发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的“船用全封闭
三相交流发电机”荣获山
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优秀
成果一等奖。

李红岩 鞠佳
为做好风干物燥天

气的森林防火工作，严防
火灾事故发生，近日，桃
园街道加强部署落实，重
视宣传引导，严密监控预
防，构筑防火“警戒线”，
筑牢森林“防火墙”。

原浩 赵卓娅

斥山街道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带
本报荣成11月4日讯 (通讯

员 刘澜淼 王荣繁) 日前，
斥山街道按照上级“每个街道
打造一条美丽乡村示范带”的
要求，科学规划，连片统筹,美丽
乡村示范带初成规模。

美丽乡村示范带主要布
局，沿石岛山北侧自东向西，打
造一条包括范家医养小镇、西

寨乡村记忆、南窑枣油桃采摘、
北窑青陶文化展示等项目组成
的示范带。其中，西寨民俗村落
新建26户、2000余平方米的徽派
建筑，正加快促进与清华美院
视觉艺术研究所的合作，依托
西寨乡村记忆，吸引艺术策展
人，实现精神追求与经济筹划
双赢，打造集艺术人才聚集地、

产品展示销售集散地为一体的
文化艺术基地，通过激活文化
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释放
乡村经济新活力；盛家百年老
街建设火烧民俗展示馆、传统
面食馆、传统技艺馆、传统民宿
等设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完善斥山街道民俗旅游链条，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计划

投资3000万元，流转南窑等村土
地1500余亩，建设桃园·里现代
农业产业园，发展枣油桃、中药
材、干杂果和苗木种植，创建集
旅游采摘、农耕体验、写生基
地、文化文旅等业态于一体的
现代高效生态农业休闲示范
区，以美丽乡村撬动乡村旅游，
以乡村旅游做活美丽经济。

“中华复兴”客滚船号即将运营
本报荣成11月4日讯(通讯

员 石宣 ) 由山东黄海造船
有限公司建造的，亚洲最大最
豪华的邮轮型客滚船“中华复
兴”号，日前顺利完成舾装和所
有内部装修，预计近期将交付

船东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并投入到烟台和大连之间
的渤海湾航线营运，成为整个
亚洲载货和载客能力最强、豪
华程度最高的邮轮型客滚船。

中华复兴”号总长212米，

型宽28 . 6米，型深15 . 3米，总吨
位4 . 5万吨，乘客定额为2000人，
车道长度3000米，最大续航力
5000海里。该轮总吨位、载客和
载货能力，分别比山东黄海造
船有限公司此前批量建造的亚

洲最大系列客滚船增加了30%、
85%和20%。是一艘具备超强的
装载能力及灵活性的“军民两
用”客滚船，在运输承载、车辆
通过、装备固定、人员保障、续
航能力等方面均获大幅提升。

本报荣成11月4日讯(通讯员
付明 李红岩 ) 管理区以

“高精尖缺”为导向，制订高端人
才支持计划，吸引了一批人才带
项目、带技术、带资金来石岛创
新创业。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
物、海洋性功能食品、新兴材料
等支柱产业有了“靶向”人才。

10月30日至11月1日，威海
将以“汇聚全球英才，助推精致
发展”为主题举办2019中国威
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大会。管
理区的企业每次都抓住这样的

人才对接机会。泰祥集团正是在
今年6月份2019年中国威海·国
际英才创新创业大会海洋产业
高层次人才对接洽谈会上，与华
南理工大学赵谋明教授、福州大
学汪少芸教授签订合作协议，一
下引进两名国内行业顶级人才。
这对于开发功能性食品和海洋
生物医药保健品的泰祥集团来
说，无疑如虎添翼。

精准引才，以“产业链”打造
“人才链”，为管理区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更加强劲的活力。与此同

时，管理区还探索人才和项目同
步引进，采取“人才+团队+项目”
统招办法，引导人才带着技术孵
化、带着项目投产来，实现“引进
一个人才、带来一支队伍、落地
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培育
一个经济增长点”的“人才裂变”
效应。

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
海外特聘专家”方诩教授带着项
目，在石岛领衔创办高技术企
业——— 荣成市慧海创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成功研发海参酵解
提取素产品，并进入量产阶段。

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水利，带着
研究成果，在石岛管理区投资
1 . 1亿元成立威海清尔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建设纳米改性膜项
目，产品销售市场前景看好。

北京化工大学黄雅钦教授
带着她的胶原蛋白提取技术，与
鑫发集团共同成立荣成蓝润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研究的以深海
金枪鱼骨为原料生产胶原蛋白

肽技术，填补金枪鱼海洋医用食
品和保健品开发的国内空白，实
现工业化生产。

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
业。目前，管理区已发展拥有20
多家海洋功能性食品、海洋保健
品、海洋生物药品等规模精深加
工企业群体，海洋生物科技产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亿元。在高
端人才的支撑下，海洋生物产业
链正在集聚形成，海洋生物科技
正成为石岛重要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

佩森环科产品研发上新台阶
本报荣成11月4日讯(通讯

员 孙启传 祁小静 ) 10月
17日，装载最新型POT脱硫系
统的180K散货船ERATO和大
连中远川崎新建 6 1 K散货船
AMIS STAR，相继航行试验
成功，排放物硫含量达到国际
海事组织规定的最高0 . 1%排
放标准。由佩森环科自主研发
的控制系统，运行过程中表现

优异，实现了自动化、小型化、
智能化，为船员更好地操作
POT脱硫系统，确保达标排放
提供了条件。

鑫发控股公司投资5 . 8亿
元成立的“山东佩森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是山东省新旧动能
转换标杆企业，致力于船舶污
染物减排装备的研发、设计和
制造。公司设立了“山东船舶技

术研究有限公司”，引进各类专
业人才60多人开展设计研发工
作，拥有国际发明专利2项、软
件著作权1项、国内实用新型专
利 1 2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
2018年7月，实现了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环保设备———

“船用废气脱硫洗涤系统”的全
国首台套实船安装验证，并取
得美国ABS、英国LR(劳氏)、中

国CCS等多家船级社认证，产
品远销香港、新加坡、日本、韩
国、希腊、土耳其等国家和地
区。最新型POT脱硫系统的研
发成功，标志着佩森环科脱硫
设备排放物硫含量标准，由
0 . 5%一步跃升至0 . 1%的国际最
高水平，为进一步拓展国际国
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奠定了
坚实基础。

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日前，管理区顺达产业园新建成的固废利用车间，工人们正在安

装设备。该项目由赤山集团投资建设，规划建筑面积4 . 78万平方米，项
目于2019年4月开工建设。通过采用当前国内最顶尖、最前沿的分解、风
选、水选、降噪等技术工艺，将矿山废料、建筑垃圾、石材加工厂废料和
不可降解的锯末进行环保处理并转换成新型建筑材料，重新利用起
来，最终生产成装配式建筑模块。

目前，厂房主体完成施工，所有设备已全部采购到厂，正在安装。
年内投产后，日处理能力可达2500吨，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将成为省
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建筑垃圾处理利用项目。

通讯员 杨志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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