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赓续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文
献纪录片《山东十大抗日武装
走访纪实》摄制组前来好运角
旅游度假区探访拍摄胶东抗日
起义相关红色印迹。

摄制组先后来到埠柳镇埠
柳 村 ，成 山 镇 成 山 一 村 、成 山

三 村 ，围 绕 革 命 旧 址 、革 命 故
居 等 实 地 ，走 访 相 关 知 情 人 ，
追寻出自荣成的曹漫之、李耀
文 等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的 光 荣 记
忆 ，缅 怀 革 命 先 列 的 家 国 情
怀。

（杨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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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荣成雏形已成
本报讯 今年的荣成市《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实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动文旅
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荣成
市积极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打造滨海休闲旅游目的地，全
力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再
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

夏季来临，晚饭后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休闲运动、避暑纳凉。在
好运角旅游度假区，新建设的环
海路滨海步道成为市民和游客亲
海休闲运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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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夕阳下的沿海岸线风光。

近年来，荣成市重点围绕高

品质滨海步道建设，规划以推介
荣成文旅资源、展示经济发展成
就、体现滨海特色风貌的旅游驿
站。计划用三年时间建设改造滨
海步道179公里，其中今年建设30
公里，并同步配套房车露营地、高
品质酒店、特色餐饮等设施，提升
文化品位、优化旅游环境。

在做好滨海步道建设的同
时，我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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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环海路
南侧，精品特色民宿“城厢花间
里”即将对外营业，在这里可以远
离城市的喧嚣，享受惬意的生活。

民宿为成山镇沙沟村的闲置库房
经改造后建设而成，占地1200平
方米，设计建成各类房间20多间，
配套建设了主题餐厅、茶室、多功
能厅等，各个房间主题特色鲜明，
可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群山环抱、鲜花簇拥的港湾
街道北车脚河村愈显灵动，这里

“人人是花匠，户户有花房”，随便
走进一户农家，就像是进入了一
个微型花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现在北车脚河村已将良好的生态
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山清水秀
村美、宜居宜业宜游成为了现实。

今年，荣成市精心培育乡村
旅游品牌，实施村庄景区化培育

和精品民宿提升攻坚行动，培育
3A级景区村庄10个，新增精品民
宿40处。

作为革命老区，荣成市抓好
红色印迹保护利用，对全市107处
红色印迹开展抢救，年内重点打
造荣成县委旧址等21处展馆和英
模故居，筹建永怀教育学院，形成
红色旅游集聚区，打造城市红色
名片。

在实施文旅重点项目方面，
荣成市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产
业开发，对成山头、赤山、槎山、圣
水观等景区进行提升，加快推进
那香海文旅小镇、好运角天鹅小
镇、石岛恒大商业广场等总投资
47 . 9亿元的19个文旅项目，丰富

消费和服务业态。通过实施一系
列精品文旅项目，有效优化了我
市旅游资源要素配置，将“吃、住、
行、购、娱”融入全域旅游大格局，
为打造国内外知名的全域旅游品
牌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少伟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
彻落实全市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
和“两会”精神，全力争创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推动景区提升、项目
建设、产业融合等各项工作创新突
破，争先领先，努力打造北方滨海
全季休闲型旅游目的地，实现文旅
产业集聚发展，全面振兴。

(荣轩)

得润社区举办老少同乐网格趣味运动会

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促进文明和谐社区发展，提高社
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
近日，得润社区第七、八、九网格
携手向阳物业在小区内举行老少
同乐网格趣味运动会。

活动现场既有欢声笑语一
片，也有窘态百出，让人捧腹大笑
的瞬间。居民们激情洋溢，努力进
取，表现出了团结友爱的互助精

神，为在场观众奉献了一场既欢
乐有趣又激动人心的运动盛宴！

通过举办社区运动会，让更
多的居民在强健体魄，愉悦身心
的同时，参与到邻里互助与社区
治理中来，让社区运动会成为展
示居民良好精神风貌，增进社区
和谐友谊，提升社区凝聚力的良
好舞台。

(蓝颜颜)

三社区举行“粽”有深意 情系端午包粽子比赛

近日，蜊江社区党委联合马
家庄社区、西龙家社区开展以

“‘粽’有深意 情系端午 共享
和美一家亲”为主题的包粽子比
赛。

此次比赛共有10支代表队
参赛，分别是蜊江社区第一至第
六网格代表队、马家庄社区第一
网格代表队、西龙家社区第一至
第三网格代表队，设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

随着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
始，只见场上的选手们充满激
情，双手麻利地将粽叶卷成漏斗

状，用糯米充实，将粽叶包好，再
用细绳一绕、一捆，一个个小巧、
鲜绿、可爱的小粽子就成型了。
经过5分钟紧张的较量，蜊江社
区第一网格、第二网格代表队以
多数量和高质量获得了比赛的
一等奖。随后，蜊江社区为获奖
的各代表队颁发精美奖品。

活动结束后，社区工作人员
来到困难居民家中，为他们送来
了端午粽子、牛奶、糯米等慰问
品，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让他
们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和温暖。

(孙宁宁)

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 虎山镇加快土地流转工作走笔

仲夏时节，走进虎山镇，一幅
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映入眼帘。田野
里到处都是花繁木茂、翠绿欲滴。
通过土地流转，虎山镇这片土地正
呈现着可喜的变化。

梁家村，是虎山镇土地流转的
典型示范村之一，该村生态基础较
好，有自然景观宜人的环境优势。
今年以来，梁家村投入资金400余
万元，在原有600余亩苗圃的基础
上，又在村东新流转土地560亩，栽
植了国槐、红叶石楠、瓜子黄杨、雪
松、玉兰等苗木100余种、30余万
棵，现已成为千亩规格的风景园林
观光基地。目前，梁家村正计划再
建设10亩冬暖大棚，流转50亩水

库，开发休闲采摘、垂钓、划船等娱
乐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土地空间，
配套养殖业发展，打造特色农家
乐，将整个项目划分成枫木类、乔
木类、藤木类、采摘类、餐饮类等多
个展区和功能区，高标准打造“林
下经济”，全方位展现绿色、优美、
宜人的生态环境。

虎山镇是典型的内陆沿海结
合镇，内陆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
弱，土地是农村群众增收致富的重
要途径。今年以来，虎山镇确定了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村集体创
收”的发展思路，把土地流转作为
产业提升的着力点，深入挖掘土地
潜在价值，集中发展特色种植业，

全力抓好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建设，
全面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当前，苹果套袋期临近尾声，
在位于西塘子村的佳润农场里，刚
刚完成果树套袋工作的农场负责
人于水，正认真检查每棵果树套袋
情况，时不时地还在笔记本上记录
下一天的检查情况。2015年起，佳
润农场开始种植生态苹果，随着规
模不断扩大，今年又从西塘子村流
转土地70亩。

于水告诉记者，自己是土地流
转政策的受益者，现在农村剩余劳
动力不足，土地流转解决了土地撂
荒问题，同时为农场的发展提供了
契机，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实现了一举多得的目标。
据了解，今年，西塘子村共流

转出200多亩土地，用于生态苹果、
皂角等特色农业、高效农业发展，
积极对接企业承包，增加集体收
入、为村民打开增收致富的新渠
道。

在抓好土地流转的基础上，虎
山镇充分发挥虎山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带动优势，利用“一个中心、
两大平台、四项服务”，配套市里的
种粮收入保险政策，提供“代耕、代
种、代管、代销”一条龙保障，通过
广泛宣传发动，出台镇级考核奖惩
办法。目前，虎山镇共完成土地流

转1 . 2万亩，已有29个村开展集体
领办合作社，土地流转合同签订
7189亩，全面实现村集体增收，集
体经济收入5万元以下村全部摘
帽。

虎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楠
说：“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农民增
收、村集体创收这一重点，持续抓
好特色农业种植，加快打造花卉、
苗木、药材、生态苹果及休闲观光
采摘种植带，培育农业发展新动
能；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虎山为农服
务中心的带动优势，开展全产业链
条的社会化服务，助力区域乡村振
兴再上新台阶。” (鞠云飞)

又到了蔬菜、水果大量上市
的季节，为确保广大市民的“菜
篮子安全”，市农安中心加大举
措，强化监管，注重品质，全面守
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广泛交流学习

提高基层监管水平

市农安中心以食安县检查
为契机，强化农安基层建设，深
化服务站职能职责，明确日常检
查、抽检任务，注重制度上墙、档
案管理等内容，还组织7处农安
服务站开展业务交流活动，轮流
对各辖区内服务站建设、农产品
生产基地监管等工作开展督导
检查，互相交流经验，查漏补缺，
切实提高基层监管水平。

强化基地巡查

加大投入品管控力度

近期重点对辖区内当季
的蔬菜、水果生产基地进行检
查，主要从产地环境、生产记
录、档案管理、投入品库和农

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等方面，密

切注意生产期间合理使用化

学投入品，采摘期间严格遵守

农药安全间隔期。同时加强对

农药经营单位的巡查，继续推

进农资打假行动，仔细检查进

销货台账，严防禁用和违规农

药流入市场。近期共检查农产
品生产基地 1 2 0余家，农药经
营单位60余家。

加大抽检频次

推广合格证使用制度

注重培养基层服务站检测
水平，不间断进行农残检测工
作，多以当季上市水果、蔬菜为
抽样重点，不定期到生产基地或
散户处采集样品进行速测，并选
取部分样品到市检测检测中心
进行定量检测，入夏以来共完成
定量检测66个。同步推广使用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以规模化
生产基地为典型，鼓励“二维码+
合格证”模式，由点到面全线铺
开，确保农产品来源可溯、信息
可查，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
质量安全管控。

(殷红梅 郭立富)

荣成市农安中心严抓农产品质量安全

25日前要补缴个人社保费？

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辟谣：假的！

近日，互联网某直播平台
不明身份人员发布了关于社
会保险缴费限制的相关视频，
要求在6月25日前补缴个人欠
缴的社会保险，逾期不予办
理。该视频受到很多网民关
注、转发，并引发部分参保群
众通过电话或专程到社保经

办机构上门咨询，造成了不必
要的人员聚集。
荣成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提醒

广大群众:该视频所谓限
期缴费的政策与我市政策不
符，我市目前没有任何针对超
过退休年龄人员的一次性补缴
社保费政策，请民众要提高网

络信息甄别能力，不信谣、不传
谣。若上级出台新的社保费补
缴政策，我们将通过荣成市人
民政府网站、荣成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官方微信公众
号、各大报纸等正规媒体渠道
及时发布。

(梁华松 夏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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