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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文登时讯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文登区重点项目观摩督导会议召开
本报文登9月9日讯 9月3

日，文登区召开重点项目观摩督
导会议，对今年以来各镇街、开
发区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现场
观摩。通过实地看、现场听、综合
比，寻标对标、比学赶超，提振精
神、勇争一流，推动项目建设取
得新成效。张宏璞、张建亭、毕庶
杰、隋同朋等区领导参加观摩。

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文登
经济开发区天润工业空气悬架
系统、综保区南区跨境电商保税
仓储中心、米山镇和谐科技纤
维、界石镇昆嵛山抽水蓄能电
站、宋村镇家家悦畜禽加工及交
易中心、龙山街道国际物流多式

联运中心、天福街道智谷新城、
张家产镇威登西洋参等35个项
目。

今年以来，各镇街、园区把
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
线，全力攻坚破解难点堵点问
题，凝聚各方面力量抓项目、引
项目、上项目。各职能部门不等
不靠，扎实开展“双包双促”活
动，以精准高效的服务解决项目
建设难题，不断刷新项目建设的

“文登速度”。全区项目建设呈现
出良好势头，双招双引、企业冲
击新目标、服务业突破、精致城
市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区25个市

级以上重点项目全部开复工，71
个区级以上重点项目开复工率
达到90%，有22个项目投产或部
分投产。

与会人员深入生产车间、项
目工地，认真听取情况介绍，不时
地交流观摩体会。在项目现场，文
登区委书记张宏璞分别作了点
评。指出，不论开发区还是镇街，
都要走特色发展路子，打好自己
的牌。要立足自身特色资源和产
业优势，招引一批适合本地发展
的项目，加快相关产业集聚，形成
区域特色优势。各镇街洽谈引进
的大项目、好项目，镇域没有落地
的条件，要主动引荐到开发区。对

一些农业加工类、劳动密集型的
项目适合落到镇驻地，既可降低
企业用工成本，又能拉动农村群
众就业，增加镇驻地的人气，为
小城镇的繁荣发展提供支撑。
各镇街、开发区都有一些低效
闲置土地、厂房、学校等，这是
招商的重要资源。要对这些资
源全面摸底梳理，形成清单，逐
个研究怎么改造利用、如何盘
活招商，需要完善的手续，相关
部门要全力协助，合法合规地
利用。一些停滞的旅游服务业
项目，要千方百计重整启动。对
于落地建设的重大项目，各属地
镇街要全力以赴搞好服务，主动

靠上去，经常上门了解情况，现场
协调解决问题。项目推进遇到的
难点问题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
能不能及时解决好，是对属地干
部的考验。属地镇街的主要负责
同志要带头研究、带头攻坚，想方
设法、头拱地拿下来。镇街、开发
区在项目一线冲锋陷阵，各职能
部门要将手中的权限、资源多向
想干活、能干活、使劲往前冲的区
域和单位倾斜。要通过这次观摩，
大家看一看、比一比，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开动脑筋、拓宽思路，
肯干能干加巧干，全力推动项目
建设实现新突破。

(李伟)

(一)政策依据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威海

市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
( 2 0 1 9 年 ) 的通知》( 威残联
〔2019〕9号)、《威海市残疾人基
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目录》。

(二)救助对象
经评估符合辅助器具适配

条件的视力、听力、肢体残疾
人。

(三)救助标准
具有文登区户籍的0-17岁

儿童、一二级残疾人、享受低保
或建档立卡的持证残疾人适配
补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不超
过限额的按实际价格给予全额

补贴，超过限额的按限额给予
补贴；其他持证残疾人适配补
贴目录内的辅助器具，按实际
价格的5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
最高不超过1000元(含1000元)。

(四)办理流程
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向户口

所在地镇、街、金山管委残联提
出申请，经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务小组或评估机构评估后，逐
级审核，转介至定点辅具适配
机构。

(五)承办部门和联系电话
各镇、街、金山管委残联，

文 登 区 残 联 康 复 部 电 话 ：
6083037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文登区工信局“双包双促”精准服务企业

本报文登9月9日讯 9月1日，文登区工信
局“双包双促”小组到文登奥文电机有限公司，
开展工业互联网建设专项服务调研，详细了解
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建设中存在的需求和实际
困难给予协调解决。

从8月份开始，文登区工信局开展了新一
轮“双包双促进企业”活动，精准对接并服务好
上市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创新型初创企业等
不同层次的工业企业，实实在在的帮助企业分
忧解难，扎扎实实的为企业服好务，护好航。

在调研过程中，工作小组了解到，奥文电
机的EPR(企业资源管理)系统目前已经成熟
运用，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项目管理系统
正在试运行，还未大范围开展，这两个系统对
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公司下一
步将启动MES(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

建设，但缺少数据采集等方面的资源，需要工
信局领导给予帮助解决。工信局“双包双促”工
作小组马上联系了具备数据采集实践经验的
烟台海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奥文电机进行
了对接。

对奥文电机提出的加大企业参加管理等
方面学习培训补助力度的问题，文登区工信局

“双包双促”小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向有关部
门反映并建议在修订扶持企业政策时予以考
虑。

目前，文登区工信局已在全区工业企业中
开展了工业互联网推广和建设的专项服务工
作，并针对企业遇到的难点堵点进行实实在在
的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

(李聪 周辉)

文登区残疾人联合会

重诚信引领，保粮食安全，强责任担当
文登区发改局开展“诚信引领企业、确保粮食安全、强化责任担当”主题党日活动

9月4日，威海市良佳粮油储
备有限公司的会议室里掌声不
断，文登区发改局全体机关干
部、党员同志与威海市良佳粮油
储备有限公司的党员干部汇聚
一堂，由文登区发改局举办的主
题党日活动正在举行。

粮食“老兵”初心交流

“民以食为天”、“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这些千古名句即
便是拿到今天也是亘古不变的
真理。粮食关联着一个家庭的生
存、关乎到一支军队的稳定、关
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重要性不
言而喻。威海市良佳粮油储备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林海亮用这
样一句话做了开场白。

林海亮就目前文登区的地
方储备粮情况进行了介绍，对特
殊年景下粮食储备工作的重要
性、目前文登区粮食供应的保障
力、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必要性
以及信用进企、诚信建企的情况
做了详尽的报告。并就个人在粮
食岗位坚守37年的从业初心，干
事创业体会做了交流发言。在场
党员干部受到极大感染和鼓舞。

文登区发改局党组成员田

秀敏就发改局承担的粮食职责
工作，如何做好储备粮等战略物
资的规模、布局、建设和管理的
调控工作，如何做好粮食市场体
系建设和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进行了现场授课。田秀敏从大处
着眼，小处入手，引古论今，用生
动的事例和通俗的道理为大家
上了一堂精彩而又长见识学知
识的培训课，博得了大家的热烈
掌声。

知粮食家底、保粮食安全对
发改人来讲，既是义务更是责任
也是担当。在厉行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方面，田秀敏号召发改局的

全体机关干部和党员同志以身

作则，从我做起，带动家人，带动

身边人，一起为节约粮食，节约

能源做贡献。

文登区发改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吕昭君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今天这个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
堂生动的党课也是一次精彩的
业务培训课，粮食问题是国计民
生的头等大事，具有极高的战略
意义，粮食安全更是每个发改人
的重要职责。“厉行节约、反对粮
食浪费”的指示精神应该贯彻落
实在我们每名干部和党员的心
中。通过今天的培训学习上党

课，我们更应该感悟粮食主管部
门的使命担当，都应该树立“心
系天下粮仓”的情怀。今后大家
要从自身做起，从节约一粒米做
起，为文登区的粮食储备和安全
保驾护航。

重温入党誓词
集体表态签名

面对鲜红的党旗，发改局党
组副书记张九龄带领全体党员
一起高举右手，进行庄严宣誓。

铿锵恢宏的誓词，强烈震撼着在
场的每一位党员，一字一句，神
圣而豪迈，体现了发改局党员同
志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
吕昭君表示，以重温入党誓词的
形式，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四个意
识，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意识形
态阵地的稳固，让大家时刻牢记
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宣誓
后，全体机关干部在“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我承诺我先行”的横
幅前郑重承诺并签下自己的名
字。

主题党日活动中，吕昭君就
发改局走进粮食企业，宣传信用
政策方面做了培训。她说，粮食
企业尤其要加强诚信工作，这既
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也是对自己
职业操守的尊重，采取守信加
分，失信扣分的信用分数考核制
度与个人征信挂钩，能更加激励
粮食企业的员工做好粮食的守
门人和舌尖安全的保卫者。

主题党日活动开始前，全体
人员先后参观了良佳粮油储备
有限公司和泽头分库的豆仓和
麦仓，亲身感受和近距离查看了
粮食储备仓的内部环境、安全标
准和存储状态，听取了公司负责
人关于粮食储备情况的介绍。

文登区发改局将以本次主
题党日活动为契机，坚持学做结
合，不断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开
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建活
动，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积极性，
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秉承

“干部提振精气神，工作全面争
一流”的工作作风，为耕者谋利，
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真抓
实干做好粮食工作，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李聪)

【双包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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