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尚悦百货有限公司
厨师 3 不限 3000 4000

15094906165 荣成市内各店
营业员 10 不限 3000 4000

荣成盛泉科技园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厨师 3 不限 50周以下 4000 6000

15263101413

周经理

石岛开发区

盛泉幸福公寓

配菜改刀 2 不限 50周以下 3500 4500

石岛凤凰湖服务员 4 不限 50周以下 3000 3500

洗碗工 2 不限 55周以下 2500 3500

餐厅领班 1 不限 50周以下 3000 4000

荣成市柽金海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
车间生产人员 50 不限 50周以下 3500 6000

15063156173

尹经理

斥山街道办事处

东泊子村

荣成市海洋绿洲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普工 20 不限 45周以下 3000 5000
17662700036

王主任
荣成市崂山南路788号保管 1 不限 2500 3500

化验员 3 不限 30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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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区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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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区重点工作调度会议
召开，结合全市观摩，部署当前重
点工作，专题研判意识形态、党风
廉政建设有关议题。会议强调：全
面发力、多点开花，全力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

一、工程项目。预计11月份，
荣成、威海将要组织现场观摩，重

点看完工、看投产，各责任单位抓
紧重点，确保重点项目完成或者
超过计划进度。二、双招双引。上
半年，全区在谈和实施项目都有
新增，内资实物工作量超过其他
两区之和。三、精致城市建设。要
重点解决“不精致”问题，要做好
创城工作。四、乡村振兴。各街道

要按照“一街一品”特色，继续紧
抓产业振兴的牛鼻子，扩大特色
农产品的种植规模，并研究“接二
连三”，拓展精深加工和休闲观
光，像海洋食品一样，形成完整的
农产品产业链。

会议还强调各级要重视抓好
安全生产,“一把手”要亲自督导，

确保不出问题。要强化涉氨制冷等
危险作业安全管理，督导企业严格
落实作业审批、安全检测等制度。
加强修造船企业和加油站安全检
查，发现隐患，抓紧督导落实整改。
要抓好当前防汛，严防极端天气引
发各类事故。城区沿海公园、河道
沿线等提前做好排水系统、市政设

施检修；农村要做好水库、病险塘
坝等动态监测，要提高标准、严格
检查，及时排除险情，确保安全度
汛。

会议还对疫情防控、环保督察
和扫黑除恶等工作进行强调和部
署。

(杨志礼)

自三资”清理工作
启动以来，王连街道积
极稳妥推进“三资”清
理，确保扎实有序开
展。

王连街道加强“立
体式”宣传力度，通过
微信公众号积极推送
相关法律公告，并建立

“三资”清理工作微信
群，加强政策宣传、信
息报送和情况通报。利
用“村村响”广播每天3
次循环播放清理政策，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同
时，对照上级相关要
求，组织90余名村干部
进行业务培训发动网
格员、志愿者逐户发放
倡议书，强化思想认
同。

隋斌
7月15日，荣成市

“腰鼓舞盛世 欢歌唱
文明”腰鼓大赛石岛赛
区，在赤山景区拉开帷
幕。来自6个街道的7支
乡村代表队身着统一
服装，腰鼓阵阵，彩绸
飘飘，舞出了渔家儿女
对新时代美丽乡村的
热爱和向往。

杨志礼
为进一步弘扬敬

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培养奉献、友爱、互助
的志愿者精神，7月12
日上午，兴隆社区组织
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
共20余人，来到医康老
年公寓为老人们包饺
子，陪老人们聊天，帮
助老人收拾卫生。

社宣
入夏以来，由于气

温较高、阳光充足、雨
量增多，小区内的绿化
丛长势迅猛，部分枝条
横斜逸出，影响了植株
均衡生长和绿化整体
美观。为提升辖区绿化

环境水平，兴隆社区联
合驻区单位，石岛园林
管理处以及石岛城建
局，于近日开展了小区
绿化带修整活动，有效
的改造了小区的环境。

社宣
近日，港湾街道陀

山社区花园小区4号楼
1单元门口的井盖破损
严重，对周围居民出行
带来安全隐患，陀山社
区志愿者宋修林得知
此事后主动联系社区，
他亲自去花园小区量
破损井盖，按照尺寸，
去大理石厂订做了一
个大理石的井盖，并协
同志愿者郑贵午一起
去把破损的井盖进行
更换，方便了居民的正
常出行。

社宣
近日，家住阳光小

区的石岛实验小学五
年级学生宋雨青在放
学回家途中捡到一条
金项链，她不为所动，
第一时间联系到阳光
小区的港湾大妈，通过
网格微信群找到失主，
并物归原主。

社宣
自今年4月开始，

桃园街道响应深化党
建引领“红色物业”号
召，成立“红色物业”党
建联盟，率先在朝阳社
区海风花园小区打造
红色物业党建示范点，
通过增设红色主题设
施、建立联建机制、开
展志愿服务等系列举
措，打造红色物业服务
站，切实增强党建对物
业行业发展的引领力，
提升物业服务和社区
治理水平，增进居民居
住的安全感、幸福感。

石宣

简讯

70人参训班观摩“舒心荣成”示范点
7月16日下午，荣成市委政法委组

织“舒心荣成”专题培训班的参训人员
各区镇街、市直有关部门、上级驻荣有
关单位分管负责人70人来我区观摩“舒
心荣成”示范点。

为做好荣成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建设工作，我区积极贯彻落实《“舒心荣
成”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打造斥山街道
芬芳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东山街道泰
祥佳苑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站、港湾街道

“心灵港湾”心理咨询服务中心3处“舒
心荣成”社会心理服务品牌，努力推动

社会风气和社会心态持续向上、向善、
向好。一是针对青少年，打造斥山街道
芬芳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社工中心通
过不断的探索，总结了芬芳工作六步法
和5+ 1关爱支持网络，开展了“爱在童
心”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爱心飞扬”
小伙伴成长计划、从“心”关爱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教育等14个项目的活动，活动
展开次数达100多次，受益人群达3000
人；二是针对企业员工，打造泰祥佳苑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站，重点为泰祥集团
4000余名员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站成

立后，广泛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举
办职场人际关系、情绪调解等方面科普
讲座，有效地提升了员工的心理健康水
平；三是打造了港湾街道“心灵港湾”心
理咨询服务中心，设立了“心灵港湾”大
讲堂、心理咨询室、金牌老党员调解室、
老船长调解室、律师公益团队等多个功
能区，依托“心灵港湾”专家团队、金牌
老党员、“港湾大妈”、老船长、律师等力
量，为辖区的广大职工和居民提供心理
疏导、咨询服务。

(张红艳)

小城“烟火气”

随着气温的节节升高，小城石岛的
夜经济也越发火热起来。食、游、购、娱
等系列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夜间生
活，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日前，第五届石岛滨海啤酒节
在石岛湾国际海水浴场开幕，这也成为
了点燃石岛夜经济的又一大亮点。吹海
风、吃海鲜、喝啤酒，游客们在这里尽享
美味和视觉的饕餮盛宴，感受夏日滨海
休闲好时光！

石宣 摄

管理区召开培训会服务企业发展
7月 1 0日，管理区召开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统计归集培训会。
会议邀请了荣成市科技局、统计局以
及威海名鼎企业管理咨询的专业人员
进行授课，全区共有5 8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财务负责人、统计人员和街
道分管业务人员共计 7 0 多人参加了
培训。

会上就企业在加计扣除和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方面研究开发费用的核算

口径和归集方法、各级财政补助政策等
方面进行了重点宣讲，同时就企业研发
费用如何进行统计填报及相关注意事
项等内容进行具体讲解，重点突出、针
对性强，大大增强了企业统计人员对研
发投入月报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加强了
企业对研发投入数据填报的重视，提高
了研发投入数据填报的规范性和准确
性，有利于增强企业对科技创新研发活
动投入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

氛围。
随着企业主体创新意识的提升，企

业科技创新活动的不断开展，区经济发
展局高度重视科技政策宣讲及业务培
训工作，今年以来先后举办6次线上培
训、3次现场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科技培训活动方式，对进一步激发全
社会创新活力，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有效支撑。

(比玉静)

东山街道全面推进“户户通”工程
近日，东山街道加快推进道路硬化

工作，将“户户通”工程作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街道组织各村召开“户户通”专
题 会 议 ，研 究 部署“ 户 户 通 ”相 关 工
作，同时发动各村网格员、志愿者入
户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充分调动群众

参与“户户通”工作的积极性。各村结
合 村 集 体 经 济 、道 路 硬 化 基 础 等 情
况，积极协调设备、工人，总计出动挖
掘机30余台、工人150余人。目前龙山
后村、东窑村已完成道路硬化工作，
硬化道路总面积为 1 5 0 0 0平方米，起
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潭村林家村完

成 总 进 度 的 8 0 % ，目 前 已 硬 化 道 路
5 0 0 0平方米，预计七月中旬完工。下
一步，东山街道将工作重点放在龙山
前村、八河毕家村、崮山前村、茂山后
村几个村，加快推进工程进度，尽快
完成道路硬化工作。

(初林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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