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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用人单位名称 招聘岗位(工种) 招聘人数
招聘条件

月薪(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龄 文化程度 专业要求

2020年6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王震 美编/组版：邵舒琨

管理区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来抓，集中解
决城市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落后、
功能不全、环境脏乱差等难点问
题，不断增强广大居民幸福感和
获得感。

在已有40年历史的石岛德林
钢绳小区，从今年2月底开始，管
理区建设部门组织施工人员从小
区老旧破损地面开挖和垃圾清运

入手，围绕平整硬化路面、楼道粉
刷、污水管网、弱电线路入地、年
久地下自来水更新等内容确定最
佳施工方案，实施一揽子项目改
造。

经过不到3个月紧张施工，目
前改造工程已全部完成，小区整
体面貌焕然一新。

老旧小区由于建成年代较
早，随着城市发展，建设标准不

高、设施设备陈旧、功能配套不
全、日常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越来越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指
数。对此，管理区从2014年起，先
后投资5000多万元，对38个老旧
小区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
维修更换、新建和完善。

在此基础上，今年管理区结
合精致城市建设和百姓生活新需
要，选定德林钢绳、亲海花园、东

南山等至少5个完成基础化物业
管理的老旧小区以及零散住宅
楼，实施新一轮改造。通过更新硬
化小区路面、更换雨污水管网、改
建雨污水井和化粪池，以绿化、粉
刷楼道、弱电线路入地入槽等改
造提升项目，务求让一个个在时
代变迁中失去光彩的老旧小区

“脱胎换骨”，进一步改善群众的
居住环境，受到了小区居民的一

致好评。
石岛亲海花园小区居民张素

丽告诉记者，以前地面都是坑坑
洼洼不平老存水，现在特别好，地
上也光面了，都换的那种大管道，

淌水都比较畅快，也不阻了，感
觉特别好。

目前，整个改造项目内容已
经完成近60%，预计到今年9月份
改造工程可全部结束。石宣

山海湾社区位于港湾街道西部，
处于威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
安置区，是港湾街道西部玄镇、蚧口、
唐家夼、东王门、西王门棚户区改造
安置社区。

社区现有居民3605户，6239人。社
区以“大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思路，
建立起“党组织+居委会+股份合作
社”的组织架构 ,社区包含的玄镇、蚧
口、唐家夼、桃树园、东王门、西王门6
个原村居各自成立经济股份合作社，
管理原村居集体经济、居民福利等事
项。通过村居合并和社股分离，彻底
改变了以往农村居民“人已上楼，仍
是农民”的状况。

石宣
6月9日，宁津街道渠隔村，在一

棵千年古银杏树下，100余名宁津小
学孩子们和村民围树而坐，聆听文艺
志愿者讲授荣成籍“两弹一星”科学
家郭永怀的爱国故事。今年战胜疫情
以来，宁津街道积极组织有丰富知识
和宣讲经验的“本土专家”志愿者，重
点传播新思想，引领新时尚，“到人民
中去”，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在
树荫下、炕头上，用本土化、接地气的
语言，开展社科理论普及惠民行动，
有效增强了本地文化认同感，使乡村
成为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的文化之
乡、精神家园。

杨志礼 于荃
5月31日，港湾派出所民警接到

群众报警，在渔人码头清水湾门口，
有一位老太太迷路了，希望得到民警
的帮助。接警后，港湾派出所民警立
即赶赴现场查看。到达现场后，民警
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耐心询问老
人情况，但除了自己的姓名外，老人
无法向民警提供有效的家庭信息。后
民警通过公安系统查询，确定老人为
北沟村民，立即联系了其家人，并驾
车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中。

石宣
连日来，斥山街道对辖区各村居

开展环境卫生“综合体检”活动，为村
居环境建设“把脉开方”。通过集中力
量、限定时间、不留死角的大整治行
动，各村庄积存垃圾、乱摆乱放、沟渠
淤堵等“脏乱差”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王荣繁
港湾街道强化责任落实，成立攻

坚突破行动领导小组，对上级反馈的
109处不精致问题逐一落实责任，制
定分工台账，明确整治标准及时限，
高标准推进问题整治。制定《关于精
致城市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考核意
见》等3个文件，将问题整改情况列入
月度考核，加大赋分比重，切实提高
思想认识，确保整治到位。目前，上级
反馈的109处及自查发现的67处问题
已全部整改到位。

石信
“帮扶结情深 情暖百姓心”，这

是近日桃园街道苑家村委会赠与荣
成市奥孚石油有限公司的锦旗，感谢
奥孚石油公司和苑家村结对帮扶以
来连续4年共计18万元的资金扶持，
这部分资金用于完善村居基础设施、
开展环境整治，显著改善了苑家村村
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

赛文洋
宁津街道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成立集中攻坚突破领导小组，将
农村“四清”拆违、农村改厕、大集改
造等10余项重点工作汇总，制定精致
建设工作台账，明确攻坚突破计划、
措施和完成时限，实行挂图作战、销
号管理，每周召开专题会议调度各项
工作进展，对于未按计划完成的责任
人要求做出检讨并说明下一步整改
措施，扎实推进精致城市建设。

于佳佳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装卸行业的

监管，优化用工环境，保障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日前，石岛管理区劳动保
障、公安等部门与相关街道联合开展
装卸行业专项执法检查。

石宣
王连街道围绕露天垃圾、沿街广

告牌、卫生死角等重点领域，加快整
治工作进程，持续优化民生服务，不
断提升城市载体功能，实现城市精致
发展。

赵红阳 隋斌
6月7日上午，管理区又有4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爱心伙伴项目”同时启
动。这些项目分别为：《橙光计划———
困境青少年心理支持计划》《彩色童
年——— 困境儿童美育服务》《红色足
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蕉桃
子”—平安自护与青春期性教育》。

石宣

速读

31 荣成市名骏户外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普工 50 不限 不限 不限 4500以上

钱东文 18563189888焊工 10 不限 不限 不限 6500

打磨工 10 不限 不限 不限 4000

32 荣成市万达物流有限公司 A2司机 3 30-50周岁 不限 不限 10000 汤芳芳 18963133626

33 荣成市万鸿食品机械加工厂 二氧焊工 10 50以下 不限 懂图纸优先考虑 5000-8000 龙卫清 18669343511

34 山东壮发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打芯工 6 30周岁以上 初中以上 技工 4000-8000

张芝波 13869001100
射芯工 6 30周岁以上 初中以上 技工 4000-8000

车工 6 18周岁以上 初中以上 徒工 3000-8000

电焊工 3 18周岁以上 初中以上 技工 4000-8000

35 荣成华盛滚动体有限公司

包装分选工 15 40周岁以下 初中 3000-4000
苏金秀 13255676992

包装分选工 15 40周岁以下 初中 3000-4000

磨工 4 40周岁以下 初中 4000-5000 侯朝政 15553873918

36 荣成世元电器有限公司 设备操作工 50 30周岁以下 初中 无 3000-4500 王晓明 13793389679

管理区城乡建设局督促精致转变

滨城处处皆美景

管理区在精致城
市建设中，坚持按照自
然生态、天人合一的原
则，建设出一大批别具
风格的公共基础设施，
可谓景致精致，到处美
不胜收。

杨志礼 摄

区城乡建设局聚焦城市建
设中的不精致问题，积极与市
精致办对接，建立问题整改落
实台账。对台账中的25个整改
项目，按照行业管理、属地管理
的原则，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
督促各单位在时间节点前完成

整改。重点围绕区内建筑工地
裸土整治、工地内物料堆放杂
乱、城区内环境卫生不达标等
问题，会同相关街道抓好整改
落实。

全年开展自查自纠，出动
无人机航拍小组对区域内进行

全方位、无死角航拍，各责任单
位主动开展巡查排查，对于发
现的问题当天汇总上报，建立
起精致城市专项整改台账。对
航拍反馈的问题，各责任单位
第一时间组织整改，做到整改
一个销号一个。 (王琨)

管理区企业注册登记实现“零费用”
为进一步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根据2020年5月1日山东省人民
政府印发的《关于持续深入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和中
共威海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威海市推进自我革命实施流程
再造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工作
方案的通知》要求，自6月1日
起，凡在石岛政务服务中心新
登记设立的企业均可以“政府
买单”的形式，免费领取一套印

章(200元/套)，包含企业公章、
财务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
目前石岛每年新注册成立的企
业约为1400家，实施此项惠民
政策，预计年可为企业减负80
余万元。

“一次办好”改革启动以
来，区政务服务中心秉承“马上
就办、办就办好”的服务理念，
千方百计压缩企业开办办事流
程，简化办事程序，企业注册登
记时间由以往的3个工作日压

缩至目前的1小时内即可办结。
与此同时，积极协调税务、银行
等单位进驻大厅，为企业开办
提供“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企
业申请人可以到大厅窗口办理
注册登记，也可以网上登录企
业开办“一窗通”服务平台进行
自主办理；营业执照、公章可在
窗口自主领取，还可通过EMS
免费邮寄送达，真正实现了企
业注册登记“少跑腿、零成本”。

(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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