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恒鑫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冲压工 4 不限 25-45 4000 6000 18963133626汤主任 荣成市荷田东路112号

荣成金悦国际酒店

有限公司

酒店服务员 5 不限 40周以下 3000 5000

17606310269龙经理 荣成市成山大道228号

酒店保洁 3 不限 40-55 2600 3499

荣成精诚家居制品

有限公司
缝纫工 10 不限 40周以下 2500 3500 13562153653于经理 荣成市河阳东路99号

荣成倪氏海泰大酒店

有限公司

前台接待 2 不限 35周以下 3200 4500
13061159661邹经理 荣成市海湾南路839号

服务员 5 不限 40周以下 3000 5000

荣成荣通船业

有限公司
生产工人 5 不限 50周以下 2000 6000 18763156188姜经理

石岛港湾街道办事处

黄海南路298号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 条件要求 最低薪资 最高薪资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荣成市企业用工需求信息表

四项举措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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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区政务服务中心采取
四项举措，助力我区实体经济发
展。

一是设立企业开办受理专
窗。为减少企业来回奔波于不同
部门窗口之间的麻烦，将原本企
业按部门跑窗口的传统办事流
程转变为“一窗式”为企业集中
办事的服务模式，设置企业开办

“一窗通”服务专区，申请人只需

在企业开办综合服务窗口提交
企业开办申请材料，就可在该窗
口实现证照、公章、税控设备等
同步发放，开办企业的审批时限
从1天缩减至0 . 5天办结。

二是优化涉企不动产登记服
务流程。自6月10日起，涉及企业
的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纳税等业
务由专人为企业提供全程帮办服
务。一次性收取企业不动产登记、

纳税“一套”申请材料，已共享利
用材料免于收取，共性材料免于
重复收取，企业不动产登记服务
由以往的不动产、税务部门窗口
重复提交材料、依次排队叫号办
理转变为只跑一次腿、只递交一
次材料、同一窗口一次性办结。

三是发放惠企政策“大礼
包”。将我市支持企业发展的“战
疫”政策、中小企业综合政策、支

持三农优惠政策、交通运输旅游
政策、涉海领域支持性政策等企
业关心的惠企政策统一制作成可
读取的二维码卡片，在公司设立
登记时，连同营业执照、印章、税
控设备一并制成“企业开办大礼
包”发放给新设立企业，让企业第
一时间了解相关扶持政策。

四是落实企业开办费用免除
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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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企业公章、财务
章、发票专用章、法人章)。营业执
照、公章可在窗口自主领取，也可
通过EMS免费邮寄送达。目前我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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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海霞)

农综局压实渔船母港管理

全市高质量发展成
效督导观摩团，来到斥
山 观 摩 海 草 湾 医 养 小
镇、桃源里乡村振兴等
项目。今年以来，斥山街
道紧紧围绕全市“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安排部
署，以“各项工作争先领
先”为目标，坚持“唯旗
誓夺、事争第一，干则一
流、出则精品”，推动各
项工作攻坚突破。1-5月
份，各项经济指标均达
到预期目标，特别是地
方财政收入、利用外资
保持较高增长，其中地
方财政收入完成8200万
元，同比增长8 . 3%；到位
外资301万美元，提前半
年完成计划任务。

石宣
全市高质量发展成

效督导观摩团，来到王
连街道观摩鑫发海洋生
物科技、山水阡陌田园
综合体等项目。今年以
来，王连街道坚持党建
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全
力抓好四个突破，推进
整体工作高质量推进。

石宣
全市高质量发展成

效督导观摩团 ,来到港湾
街现场督导观摩道奥奇
海洋生物科技项目和山
海湾社区。威海奥奇海洋
生物科技项目占地70亩，
总投资2亿元，建设生产
车间及配套设施 5万平
米，拥有生产线8条，主要
从事精制鱼油和胶囊的
生产、研发。目前鱼油生
产线已投产，但随着用户
需求的增加，公司产能已
达不到总体订单需求，
2019年投资1亿元，新上
一条韩国全新软胶囊生
产线，目前设备已经安装

完成，随着韩国疫情放
缓，预计今年10月份可实
现投产。整个项目满负荷
生产可年产鱼油 1 . 2万
吨，胶囊10亿粒，产值1亿
元以上，预计新增税源规
模500万元以上。

石宣
全市高质量发展成

效督导观摩团，来到宁
津街道观摩誉邦管道科
技、十里古乡等项目。宁
津在高质量发展上努力
做到实现更大突破。

石宣
全市高质量发展成

效督导观摩团 ,来到东山
街现场督导观摩顺达新
材料产业园、北京铭源国
际物流等项目。今年以
来，东山街道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总体部署，深
入贯彻落实市委“十个突
破”的总体要求，牢固树
立“唯旗誓夺、事争第一 ,
干则一流、出则精品”的
目标导向，高标准推动区
域高质量发展。截至5月
底，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1100万元、增幅15 . 4%，
规上企业产值3 . 6亿元，
同比增长16 . 5%，到位外
资200万美元，提前完成
全年任务，进出口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
济指标均完成目标任务，
并实现正增长。

石宣
全市高质量发展成

效督导观摩团 ,来到桃园
街道多佰利生物科技、
海岸带整治等项目。今
年以来，桃园街道围绕
高质量发展，从乡村振
兴 、经 济 发 展 、精 致 小
镇、社会治理四个方面
狠抓落实。

石宣

简讯

按照管理区统一部署及市海洋发
展局要求，管理区农综局严格落实10
处非集中停靠自备港的检查、巡查、值
守制度。同时督导各街道切实加强渔
船靠港管理，成立专门渔港巡查及值

守领导小组，对辖区自备港及重点渔
港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每日存查，建
立值守、巡查台账。

另外，对全区19处渔港的停车区、
渔获物装卸区、网具修补区、物资补给

区四大功能区进行规范管理。在管理
上签订责任书，在制度上出台实施细
则、在组织上实行层层督导压实。确保
伏季休渔工作不出纰漏。

(王海龙 慕丽玮)

国家电投新能源科技馆开馆
7月7日 ,由国家电投出资建设、

国核示范布展运营的新能源科技馆
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这是国内规模最
大、新能源科普种类最全的科普展
馆。总建筑面积10886平方米、总布展
面积8244平方米、总投资概算8000余
万元。

该科技馆位于管理区八河水库以
东，共分上下两层，是集科普宣传和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工业旅游综合体。设
有核电主题展厅、国和一号示范工程
展区、新能源科普展厅、书吧、电影院
等。互动展项采用了最前沿的增强现
实技术和人机交互界面，趣味十足，使
游客在互动中学习了解能源知识。该
科技馆聚焦于“国和一号”核电技术路
线、核能、新能源等方面的知识普及，
将成为我国能源领域品牌形象的重要

展示窗口、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展馆二楼布置灵活的临展区域，为胶
东地区大规模展会提供了更高端的解
决方案，为威海这个山东半岛中心城
市、海洋产业基地和滨海旅游城市提
供对外展示推介的平台。

展馆实行“提前预约，免费参观”
的方式，对社会公众开放。

(石宣)

15家暖心食堂

同日开业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老年

人获得感、幸福感，解决特殊
老年群体“一餐热饭”问题。7
月4日，管理区15家暖心食堂
扎堆开业，营造了爱老敬老
的浓厚社会氛围。

暖心食堂不仅让老人吃
上了热乎乎的饭菜，提升了
老年人的幸福指数，更成为
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重要
阵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尽自己所能参与志愿服务，
正能量在不断传递。

石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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