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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主题教育读书班学员交流研讨

速读

本报荣成 1 0月 2 1日讯
(通讯员 石宣) 自10月14
日开始，为期5天的管理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读书班开班以来，全体
学员深入研读《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
论述选编》等重点内容。45名
学员围绕8个专题进行了4次
交流研讨，同时还开展了形
势政策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先进典型教育、廉政警
示教育，达到了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目
的。

此次读书班参训学员
为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
区直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
为办好这次读书班，区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
了工作方案和学习计划。管
理区负责同志在开班式上
指出，要深刻认识主题教育
的重要性，通过学习教育，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充分认识这次读书
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
把读书学习贯穿于主题教

育始终。广大党员干部，要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真正学出坚
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
出使命担当。要准确把握这
次主题教育的性质，以更高
标准、更严要求强化理论武
装，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
紧扣“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要求，结合工
作实际，围绕“理想信念、宗

旨性质、担当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党性修养、廉洁自
律、党的政治建设、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8个专题进
行了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
同时，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专题学习研讨，学
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并交流学习
体会。

学员们在学习中，坚持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

着实际问题学，带着责任使
命学，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
念，激发了干事创业动力。
大家一致表示，要自觉把党
的思想理论成果作为最强
法宝、最强武器，努力做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
要把边学边查边改的要求
执行好、落实好，真正使学
习研讨的过程成为深化认
识、改进提高、破解难题、推
动工作的过程，以实际行动
树立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
实清廉的党员干部形象。

10月16日，农机手驾驶着拖拉机
在王连街道八河抬田地块，播种冬小
麦。进入秋种时节，王连街道组织农
民积极喷灌抗旱，播种越冬农作物，
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入秋以来降水
量普遍偏少，对小麦等越冬作物播种
造成一定影响，王连街道以“抗旱保
灌促丰收”为原则，通过村民自浇+街
道助灌的方式，积极组织街道农业产
业经营者、种粮大户拉水抗旱，保墒
种麦。

杨志礼 隋斌
顺达建材公司投资5亿元,规划建

筑面积4 . 78万平方米,建设固体废弃
物与建筑垃圾的再生处理及资源化
与产业化利用项目,年产值可达8000
万元。近日，为配合“无废城市”建设
和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顺达建材公司加班加点，利用一
切可利用的时间穿插施工，干部、员
工每日到一线调度，新上2支施工队
伍，抢工期、抓进度，坚持质量与进度
并举、安全与责任并重，目前，所有设
备已全部采购到厂，厂房基础建设到
本月15号全部完工，预计10月底前安
装调试结束。

于洋 于淼
今年国庆节，管理区各街道、部

门提前联系沟通重点项目、客商，做
好推介对接，来访客商明显增多。国
庆节期间全区共接待来访客商9批
次，21人，对接项目涉及新能源电池、
水处理设备、康养文旅、现代海洋等
领域，对天盛管业、鑫海环亚、银海水
产、大鱼岛、牧云庵等企业及投资环
境进行了实地考察，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

石宣
为了普及反走私知识、提升中小

学生风险防范意识及知法懂法意识，
近期管理区社会管理局组织辖区内
的学校进行“反走私”法律知识宣传
活动。利用各学校主题班会、专题大
会等形式，向学生详细讲解反走私法
律法规、典型案例等，深入浅出的讲
述走私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教育学生
遵纪守法、抵制走私、举报走私行为。
同时发放明白纸、宣传册等，让学生
们带回家和家长一起学习，牵动学
生、社会共同参与。本次活动共发放
各类宣传手册一万余份。

岳彩红
10月15日，王连街道乡村振兴创

新发展协会成立。街道农业产业经营
者30人齐聚一堂，共商以人才振兴助
推乡村振兴新路径。协会参推举了理
事长与副理事长。协会决定，今后将
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加
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
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
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
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
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
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形成人
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
环。

隋斌

赤山集团、石岛集团荣获突出贡献奖

公交车司机捡拾钱包物归原主

本报荣成10月21日讯(通
讯员 石宣) 10月9日至10
日，中国远洋鱿钓渔业30周年
总结交流大会在浙江舟山召
开。赤山集团有限公司、石岛
集团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远洋
鱿钓行业突出贡献奖。

赤山集团有限公司在会
上作了题为“科技创新引领

赤山鱿鱼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典型发言。作为鱿鱼捕捞、
加工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
赤山集团拥有40多艘1000马
力以上的冷冻远洋渔船和10
艘鱿钓船，年鱿鱼捕捞量达8
万吨。

赤山集团下属的海都、海
博、润通三家企业都是鱿鱼精

深加工生产企业，其中，海都
公司拥有国际最先进的鱿鱼
加工生产流水线，且采用国际
领先的二氧化碳作为制冷介
质。“赤山鱿鱼”品牌是由该集
团倾力打造的，旗下三家企业
的鱿鱼产品年加工能力20万
吨以上，年出口创汇近2亿美
元。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现有
远洋鱿鱼钓船16艘，运载能力
4000吨以上的远洋辅助运输
船3艘，1000马力以上冷冻捕
捞船10艘。拥有水产品冷库5
座，总库容量10万吨，拥有全
封闭无菌精深加工车间7个，
水产熟食品烘干生产线4条，
年生产加工能力达20万吨。

本报荣成10月21日讯(通
讯员 石宣) 9月22日，公交
车司机张永强师傅驾驶着352
路公交车往返在石岛新站至
好当家的路上。临近中午，张
永强师傅到站检查车辆准备
吃午饭，在车辆后排座位上发
现了一个黑色钱包，张永强师
傅急忙交到车队，并和车队工

作人员清点了钱包内物品，一
共有437元现金、身份证和老
年卡。张永强师傅回想了一
下，告知车队人员可能是在南
齐山下车的一位老人落在车
上的，告知完后张师傅便急忙
吃饭准备发车了。

14时许，一位老人来到了
石岛公交一车队办公室，告诉

车队工作人员：上午乘坐352
路车下车时不小心把钱包落
在车上了。经过物品核对和身
份信息对证，黑色钱包正是这
位老大叔落在车上的，车队工
作人员把钱包归还给了老大
叔，老大叔感激的说道：谢谢
好心的司机师傅帮我找到钱
包也谢谢你们工作人员，我要

给你们送个锦旗。老人询问司
机的姓名后就离开了。

10月1日，一位王女士敲
响了石岛公交一车队办公室
的门，告诉工作人员代表他父
亲送来一面锦旗，上面绣着

“拾金不昧 诚信服务”，感谢
3 5 2路张永强师傅的拾金不
昧。

投促局走访企业促外贸
本报荣成10月21日讯(通

讯员 投宣 ) 日前，管理区
投资促进局紧抓项目布局有
利时机，积极走访已落户企
业、推进在谈项目进展，千方
百计稳外资、稳外贸。

走访摸排鑫海环亚、东

一环保、浦臣水产等企业，
了解企业的生产订单、流动
资 金 、产 值 利 润 等 方 面 情
况 。摸 排 企 业 有 无 寻 求 合
作、扩大生产的需求，动员
企业通过股权并购、利润转
增资、设备和货币投资等途

径扩大生产规模。其中，鑫
海环亚项目启动国有股权收
购事宜。

走访黄海造船、泰祥食
品、明泰食品等重点外贸进
出口企业，了解企业四季度
订单情况，科学预判全年进

出口数值，做好比学赶超。
动员企业参加釜山国际水产
展、上海第二届进口博览会
等 国 内 外 重 要 展 会 ，开 发

“一带一路”及亚非新兴市
场，做好防范化解中美贸易
摩擦市场风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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