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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开展安全生产月咨询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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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是第十九个全国“安
全生产月”，6月16日上午，管理区
在东山街道东山大集开展2 0 2 0

“安全生产月”咨询日集中宣传活
动。

活动现场宣传人员通过派发

安全生产宣传单、悬挂活动主题
横幅、展出宣传牌板和现场答疑
解惑等方式，紧紧围绕主题，集中
宣传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以及道
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用电安
全、燃气安全、供热安全、雷电灾

害安全、烟花爆竹安全、危化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等方面安全知
识。

此次活动主题是“消除事故
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共设置咨
询台10个，悬挂横幅3条，宣传牌

板12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三千
余份，现场接受咨询群众4 0 0人
次，受教育群众2000人次。区宣传
群团办、经济发展局、城乡建设
局、交通运输局、农业综合局、社
会管理局、公安石岛分局、石岛消

防中队、石岛气象台、石岛供电
所、东山街道共11个单位参加。

大集商户们纷纷表示，通过
此次宣传学了很多安全知识，对
今后的日常生活有很多帮助，这
个活动很有意义。 (朱琳)

区经济发展局着力织好“三张
网”筑牢安全生产防护墙。

一是织紧复工“安全网”。按照
“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原则，在严格落实干部挂包企
业的基础上，抽调200多名机关干部
作为驻厂安全员，指导企业制定疫情
防控及应急预案，加速复工复产，及
时传达各级安全生产有关要求，督导
加紧安全保障。

二是织细培训“教育网”。坚持企
业职工“不培训不上岗 ,培训不合格不
上岗”，牵头各街道，进企面对面指
导、点对点服务，督导复工企业做好

“厂级、班组、车间”三级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

三是织密隐患“治理网”。开展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对危化
品、海洋渔业、船舶工业等六大重点
领域企业，按照“一企一策略、一厂一
方案”，组织力量上门“开小灶”，成立
由安监部门、市场监管和专家组成的
三方联动专项检查组，围绕安全生产
和疫情防控情况，每天抽查2家企业，
目前，已检查企业100多家，发现隐患
400余条，全部建立整改台账，督导限
时整改，实现隐患闭环管理。

（经宣）

区经发局筑牢安全生产防护墙

强化党建引领 深耕乡村振兴

经略海洋
2020年6月20日，

山东省荣成市文联在
石岛管理区宁津街道
东楮岛海洋牧场举办
休渔期经略海洋知识
宣讲活动，用人文关怀
呼吁全社会把关注的
目光投向蔚蓝，“关心
海洋，认识海洋，经略
海洋”。

杨志礼 摄

管理区发挥基层党组织引
领力，以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建
设为抓手，围绕发展特色农业
和推进全域旅游，因地制宜，久
久为功，引导各街道、村居打好
特色牌、优势牌，精心绘制乡村
振兴“富春山居图”。

位于王连街道东北侧的山
水阡陌样板片区，以土地规模
流转和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为主
要突破口，王连街道通过引进
赤山集团、双利集团等大型企
业和发动村居，规模流转土地
3000多亩，新上花田林海等观
光项目，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
截止目前，这个样板片区已形
成茶叶、苗木、花卉等5个千亩

产业示范带。
按照促进现代农业规模扩

张和内涵提升的思路，管理区
抢抓优质高效农业扶持政策机
遇，进一步扩大土地流转规模，
深化与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联姻
合作，吸引山东农业发展集团、
赤山集团等多元资本参与，结
合新成立的60个支部领办合作
社，加快实施甲子山3000亩精
品茶园、德信红1500亩种植基
地等15个、1 . 3万亩现代农业示
范项目，争取再培植市级以上
龙头企业、“三品”认证企业8
家，带动群众就业2000人以上、
5个经济薄弱村摘帽增收。目
前，已栽植高档苗木、枣油桃、

中草药等9000多亩。
今年，管理区依托与鲁商

集团、北京优山美地、陕西袁家
村等龙头资本、专业公司的合
作，结合省级渔家文化旅游示
范区创建，用“大IP”理念深度
挖掘整合区域特色资源，抓好
当年投资1亿多元的普罗旺斯
薰衣草庄园、渔乡画村艺术园
区等13个特色文旅项目打造，
以及魏来国旧居、英兰信用社
等23处红色印迹抢救保护，进
一步优化串联20多个景区景点
的精品线路，带动研学游、红色
游、民宿游等“百花齐放”，打响

“鲜美渔都、最美渔乡”全域旅
游综合体品牌。 (石宣)

37 高丽钢线荣成有限公司
机电岗 5 45岁以下 中专及以上 电气自动化；机电设备维修 3000-5000 周女士 7524766

设备操作岗 20 45岁以下 初中及以上 无 3000-6000 张女士 7523618

38 荣成百邦电子有限公司 操作工 10 20-40 初中及以上 无 5000-10000 曲女士 7580622

39

荣成市瑞祥食品有限公司

（包含瑞祥、鲁洋、东荣、鸿祥、日

祥、方正）

一线操作工
（食品加工）

200 18-50 无 食品加工 3500-8000

徐超 13869046222日语、英语贸易人员 5 20-40 中专以上 外贸 4000-8000

纸箱业务销售 2 25-50 中专以上 无 4000-8000

印刷工 4 不限 中专以上 无 3500-4500

40 荣成市黄海离合器有限公司

技术员 5 40周岁以下 本科 机械设计制造相关专业 4000-6000

刘波

7551286

手机：13371170855

会计 1 不限 专科以上 财会 3000-4000

冲压工 5 50周岁以下 不限 4000-7000

数控操作工 10 40周岁以下 高中以上 数控专业 4000-6000

组装装配工 10 40周岁以下 高中以上 4000-6000

热处理工 5 50周岁以下 高中以上 4000-6000

交通运输系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在全国第19个“安全生产

月”到来之际，区交通运输局紧
扣“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
线”这一主题，突出交通运输行
业特色，在系统内扎实开展好
各项活动，切实筑牢安全生产
防线。

为进一步增强消防意识，提
高自救能力，日前，专门邀请消
防部门工作人员为系统内干部
职工进行了一场消防安全知识
专题讲座。讲座结合近几年发生

的典型火灾案例，用活生生的现
场视频，警示教育大家要高度重
视消防安全，不断增强消防安全
意识，加强消防安全管理，积极
主动做好火灾防范工作。结合辅
导讲座，区交通运输局组织相关
修造船企业、各车站开展了一系
列消防及应急演练，全面提高员
工自防自救能力，切实提高员工
的消防安全意识，营造“安全生
产月”活动的良好氛围。

自“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以来，区交通运输局按照各级
部署，及时制定了交通运输系
统2020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行业
管理责任，确保“安全生产月”
活动深层次、实效性开展。按照
方案要求，组织专门人员深入
系统所属修造船企业、长途汽
车站、公交车站等重点行业进
行安全隐患摸排，派出相关人
员持续进行跟踪督导，确保安
全工作有效落实。（温丰彩）

6月14日，“雁筑港城 .益路同行”
系列志愿服务项目在港湾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启动。

此次启动的系列项目分别为“爱
暖益剪”为特殊群体爱心理发，“雁暖
益乡”关注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
及其家庭，“助飞梦想重塑新生”阳光
助残，“陪伴成长放飞梦想”阳光助
学，由荣成市雁筑港城社工服务中心
组织实施。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荣成市宇开
水产有限公司、荣成市港湾祥玮液化

气有限公司、荣成市好口福食品有限
公司四家爱心企业共出资75000元，
分别认领四个项目。

参加启动仪式的爱心企业表示，
希望捐赠款可以帮助更多的特殊群
体，去奉献爱，回报社会，践行企业的
社会责任。

雁筑港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自今
年1月初在港湾街道渔人码头社区成
立以来，立足石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从60多人发展
到了现在的上千人。（石宣 高泽宇）

石岛又有4个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简讯

6月15日，武汉理工大学、荣成市
人民政府合作项目签约暨威海研究院
揭牌仪式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
理工大学校长张清杰，威海市委书记
张海波及我市和管理区有关领导参加
活动。这标志着武汉理工大学威海研
究院正式入驻荣成石岛。

（杨志礼）
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切实
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6月19
日上午，在传统佳节端午节临近之际，
石岛管理区社会管理局代表石岛管理
区对辖区内石岛社会福利中心和宁津
敬老院两处养老机构进行了节前走访
慰问，为集中供养特困老人们送去了
鱼、鸡蛋、牛奶等生活物资，并详细了
解了老人们的身体情况和在敬老院中
的生活状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让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以及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

（张红艳）
党员档案作为党员发展过程的

“忠实记录者”，是否得到妥善管理显
得格外重要。港湾街道党工委通过集

中管理、逐一登记、抓常抓细，打造了
一套涵盖党员档案管理全流程体系，
对党员档案实现有效的保护和使用，
使党员档案管理工作进一步制度化、
规范化。

（高泽宇）
为进一步抓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工作，近日，桃园街道召开安全生产
和消防安全工作部署会，街道安全生
产分管负责人以及涉案制冷、建筑行
业等53家企业负责人参加。

（崔腾腾）
今年，王连街道流转10个村庄土

地，发展茶叶、苹果、苗木、花卉和红
薯，以特色产业富农民。图为东岛刘家
村农民在栽种红薯。

（杨志礼 赵红阳）
经过网络投票，评选活动组委会

成员单位投票，活动组委会办公室综
合评审，2020年第二季度“荣成好人”
产生。我区东山街道楼底下村村民毕
明利、斥山街道东寨村村民刘红霞、桃
园街道朝阳社区居委会职工董芳明当
选。

（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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