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科义诊进社区 口腔保健暖人心

日前，得润社区党委携手建新
口腔医院，在社区网格开展免费口
腔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口腔医生仔细查
看了每一位居民的牙齿，询问日
常牙齿状况，并就居民们提出各
种爱牙护牙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
答。医生们还现场进行了社区居
民免费口腔检查诊治，悉心讲解

了口腔保健、牙齿预防保护、牙齿
保健方面的常识，并针对不同情
况为每位诊治的社区居民提出治
疗建议。

社区区居民郑阿姨说,服务挺
周到的，也很热情，她自己的牙一
直不好，平时也没有去检查，今天
让医生看了才知道该怎么保护、治
疗牙齿，很受益。 （殷美慧）

非遗进网格 巧手捏面塑

6月12日，在今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到来之际，崖头街道南山
社区组织了“非遗进网格，巧手捏
面塑”活动。目的是更好地传播优
秀传统非遗文化，让非遗文化在推
广传承中“活”起来。

社区请来了专业面塑老师闫
绍美教授居民制作面塑。闫老师首
先给大家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
产—面塑的发展历史。随后闫老师
开始教大家制作面塑。活动中闫老

师手把手地给大家讲解面塑小技
艺。不一会儿一个个形象逼真的面
塑作品就展现在了人们眼前。每个
参加活动的居民在老师的指导下
都完成了一件作品。

参与活动的居民们表示，“非
遗进网格”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非
遗文化带来的乐趣，领略到了非遗
文化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了传统
文化，对宣传非遗面塑文化起到了
积极作用。 (殷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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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发力，育壮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海洋经济是荣成的特色优势

和资源禀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潜力，今年以来，荣成市以海洋
产业转型升级为抓手，聚焦海上养
殖、捕捞、加工、交易等环节，不断
培育壮大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荣成市是渔业大市，海水养殖
面积达60万亩，特别是海带、鲍鱼、
海参等产业独占鳌头，现在已成为
全国最大的生态养殖基地及农业
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今年，我
市对4处海洋牧场进行提档升级，
发展以贝藻养殖为主体的“多营养
层级综合养殖模式”，推广生态养
殖面积10万亩，新增2处省级以上

海洋牧场，建设4万立方米深海养
殖工船。其中，成山鸿源水产有限
公司投资3000万元建设的智能化
鲍鱼养殖平台采取机械化养殖手
段，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还极大
提高了养殖数量和质量。

捕捞环节方面，重点加快远洋
捕捞项目建设。赤山集团打造现代
化综合性南极磷虾产业特色园区，
主要建设南极磷虾精深加工、冷链
物流库、高端生物制品研发中心及
产业化三大板块，将引进国际先进
的全套智能化生产线，主要产品为
健康食品、高端生物制品两大类。

今年，我市将加大招商推介力

度，组建专业团队推进基地建设运
营。沙窝岛国家远洋渔业基地以

“互联网+”“海洋+”“标准化+”的运
作模式，重点建设中心渔港区、精
深加工区、交易市场区、综合服务
区四大区域。预计中心渔港于本月
底完成验收，相关部门正在制定鼓
励水产品回运及进入基地交易等
扶持政策，吸引远洋渔船聚集。

加工环节方面，加快推动海洋
食品加工向生物科技转型，推进威
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建
设，抓好威海特医食品产业研究院
建设和中国海洋大学协同创新中
心运营，推进立好特医食品、深海

鱼胶肽等项目建设，带动海洋生物
科技产业营业收入增长10%以上。

交易环节方面，以国际海洋商
品交易中心为载体，建设“荣成海
鲜”旗舰店和体验店，做好荣成海
鲜价格指数的采集发布，新增交易
会员100家，完成大宗商品交易额
13亿元以上。威海国际海洋商品交
易中心近年来与中国海洋大学、省
物价局合作，开展海带价格指数的
采集与发布。威海国际海洋商品交
易中心总经理董永刚表示，荣成海
带价格指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
稳，逐步成为海带企业定价的重要
参考，价格话语权不断提高。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立足
资源基础和规模优势，逐个产业、
逐类产品进行分析，制定海洋产业
发展提升规划，推动全链条做大做
强。

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
袁玉前表示：“我们将立足资源基
础和规模优势，推动养殖业向生
态、高效、深远海发展，极地渔业实
现新突破，海洋生物集群规模进一
步扩大，成为海洋经济新的增长
点。高标准拿出水产品加工业一企
一策、一业一策，全力服务企业做
大做强，助力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 (荣轩)

税银合作“线上微沙龙”搭建服务企业新平台

“电子税务局上好多办税窗口
找不到，请问在哪儿找？”“工资申
报退税到几月份？”“请问去年的税
票可以补打吗？”这些都是荣成市
税务局滕家税务分局同荣成农村
商业银行滕家支行联合开展的“线
上微沙龙”活动中，纳税人咨询的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税务干部进
行线上实时解答。

“线上微沙龙”是滕家税务分
局在同当地银行开展党建联建基
础上，深入推进税银合作，服务纳
税人的特色系列创新活动之一。该

活动依托荣成农村商业银行滕家
支行客户微信群和分局纳税人政
策辅导群，定期联合开展线上政策
咨询和辅导。除此之外，该局还结
合当前最新政策和业务办理过程
中纳税人咨询较多的问题集中进
行在线讲解，并指派专职税务干部
随时进行线上答疑解惑，以此搭建
税银企三方共同交流新平台，更好
地为纳税人提供“非接触式”服务。
截至目前，该局已成功组织“线上
微沙龙”4期，在线解答纳税人问题
咨询80余个。 (黄丽雅 高均海)

规范国企用工 荣成国资确保零欠薪

近日，荣成市国资服务中心
联合市人社局、市司法局专项检
查国有企业在建工程项目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此次共排查项
目4个、5个方面：一是用人单位
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
二是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
动合同情况；三是在建工程项目
实行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实
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以及通过银行发放农民工工资
等制度的情况；四是施工总承包

单位代发工资情况；五是施工现
场维权信息公示情况。

针对检查发现的劳动合同内
容不规范、档案整理不规范等问
题，检查组已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
改，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下
一步，市国资服务中心将进一步落
实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和监管
责任，加大排查力度，聚焦问题整
改，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实现国企
领域零欠薪。

(王艺洁)

释放资源潜力 好运角全面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围绕区

域特色资源优势，以文旅产业为
先导，大力推进幸福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加大文化产业引
进培植力度，着力推动文化产业
发展。

虽是盛夏来临，但好运角环
海路上凉爽宜人，夕阳下彩霞满
天，各度假社区居民纷纷来到北
海湾畔休闲漫步、避暑纳凉。

新建设的环海路滨海步道
成为市民和游客亲海休闲的“打
卡地”，在这里人们或驱车骑行，
感受海风吹拂的惬意，或三三两
两散步休闲，欣赏夕阳下的无限
风光。

市民宋女士说：“感觉非常
好，这是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一
个福利，整个步道沿着风光带这
么延伸下去，东头可以到成山
头、西头可以到威海，可以欣赏
到大海的风光，也可以体会当地
的人文风光，感觉非常好。”

在做好滨海步道建设的同
时，度假区还精心培育乡村旅游

品牌，发展美丽经济，呈现出从
局部美到全域美、从外在美到内
涵美、从一时美到持久美的新气
象。

在成山镇环海路南侧沙沟
村，精品特色民宿“城厢·花间
里”暗香袭来，在这里可以远离
城市的喧嚣，享受惬意的生活。

荣成好运角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经理杨建萍说：“这所民宿
是利用沙沟村1200平米的闲置
民居改建而成，有各类房间20多
套，配套了主题餐厅、茶室、多功
能厅等，这里主题特色鲜明，可
满足游客特色民宿的体验需
求。”

“城厢·花间里”陆续迎来了
艺术家采风团、亲子游体验团。
压水井、手推车勾起了人们童年
的回忆，引起了孩子们浓厚的兴
趣，玩累了在茶室泡上一壶绿
茶，舒心惬意。

晚饭选择了特色烧烤大餐，
烤制大虾、肉串、海鲜让游客们
大饱口福，大人们“推杯换盏”放

松身心，孩童们嬉笑颜开，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周末。

游客姜先生说：“我们是经
朋友介绍，听说这里开了一家特
色民宿，当时看了照片，一眼就
看中了，过来以后感觉确实很不
错，我们几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找一处特色民宿聚会放松，这在
我去过的民俗里可以排在前几
位，以后我们还会过来。”

近年来，好运角旅游度假区
深入谋划推进旅游开发、内涵提
升、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今年将
着力抓好做好“1+3+3”文章，把
环海一线打造成“一幅山水画、
一条产业链”，推进港西北海、天
鹅湖、西霞口景区3个重点板块
提升，实施虎头角、马栏湾、朝阳
港3个新片区开发，建设工作中，
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规划、
精心设计、精心建设”的理念，牢
固树立精品意识，着力打造全市
文旅产业发展的桥头堡，全力加
快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

（林巍强）

成山镇加快推进河口村廉洁村居建设

“胶东渔村”——— 荣成市成
山镇河口村，山东省最早(2002
年)注册品牌经营乡村旅游的示
范村。历经18载是什么使胶东古
渔村一直保持着生机和活力。

“文化角”劲吹“廉洁风”
让“廉洁文化”随处可见，让

“廉洁形象”触手可及，河口村精
心打造的“廉洁文化角”犹如一
股清风，吹出了邻里和谐、风清
气正的新气象。

走进河口村妇女活动室，一
打眼就能看见“廉”字剪纸以及
廉年有余四个大字，与活动室外
绿化带内的廉洁文化宣传栏形
成呼应。沿着整洁的主干道走到
村委侧面，抬头便可以看见写有

“河口颂”字的廉洁文化墙，这些
家风家训短小精悍，便于记忆。
将家风家训上墙，村民们每次出
村都能提醒自己，从自身做起，
多一分理解和支持，把好家风家
训继续传承下去。

“这几天没有农活，听说村

里党员活动室内刚增设了廉洁
书柜，还新购了不少廉洁刊物，
一起过去瞧一瞧吧。”河口村村
民蔡传博说完，直奔党员活动
室。

在党员活动室内的廉洁图
书角里，大方坚固的廉洁书架
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廉
洁书籍。有的村民在查找资料，
有的饶有兴致地读着纪检刊
物，还不时和其他村民进行讨
论……

“将廉洁元素融入党员活动
室建设、村民活动场所打造，是
我们村深入推进‘文化助廉’工
程的重要举措。”蔡殿雍介绍道。

“对于廉洁书柜的刊物、书籍，我
们也会定期进行更新。希望通过
这种形式，进一步丰富党员业余
文化生活，提升党员队伍廉洁素
养。”

巾帼队杨起“廉洁帆”
“河口村、名胜地；兴旅游、

同富裕；爱家国、爱集体；跟党

走、志不移；勤读书、多学习；遵
规矩、守法律……”

6月13日上午，河口村内异
常热闹。河口村的妇女们早早来
到活动室内，打起了快板唱起了

“河口颂”，欢快的歌声回荡在活
动室上空，成为了河口村最动听
的音符。

据了解，河口村巾帼文明队
组建于2008年，常年参加活动的
60多人，全村260多名妇女基本
上都能参加活动。自河口村创建
廉洁村居以来，巾帼文明队都会
定期组织开展廉洁家风培训，以
锣鼓表演、绘画、快板等形式传
播廉洁做人做事理念。

“不仅如此，巾帼文明队还
从清廉家风宣传做起，将廉洁家
风内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进行表演，弘扬清风正
气，充分发挥妇女“学廉、倡廉、
助廉”的作用。”河口村党支部书
记蔡殿雍说。

(岳明阔)

为进一步改善农村集市环
境，荣成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建设精致城市”的
工作安排，对全市除崖头街道和
港西镇(无镇驻地集市)外20个镇
街的镇驻地集市进行考核评价，
全面提升镇街集市品质。

按照“实事求是，秉公严检”

的工作要求，荣成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围绕镇容镇貌、经营地点设
置、划行规市、停车和卫生环境
管理4个大方面共9项具体指标，
出台《荣成市镇街集市管理考核
办法》，对20个镇街集市每月进
行实地查看、督导提升，对发现
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整改

的重点，督导镇街及市场开办方
逐条逐项落实整改。

目前，已完成了4月份、5月
份的考核打分，8个镇驻地集市
基础设施改造基本完成，硬件设
施、管理水平和购物环境全面提
升，集市面貌焕然一新。

(盛华杰)

20个集市升级，九指标保“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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