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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1 大专 不限 面议

王先生0631-7379486 石岛龙云路468号

会计师 1 本科 会计学 3500 6000

MarCom
营销宣传

1 本科 市场营销等 3000 5000

平面设计师 1 本科 不限 4000 6000

市场分析 1 本科 统计学等 3000 5000

无机非金属 1 本科 无机非金属 3000 5500

SAP开发 2 大专 不限 4000 8000

设备保障 1 中专 不限 3000 5500

环保员 1 中专 不限 3000 5000

成型操作工 5 不限 3000 6000

包装普工 5 不限 4000 5000

维修电工 1 不限 3000 5500

司炉清洁吹灰 1 不限 3000 5000

叉车司机 1 本科 28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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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生鲜、石岛集团联手打造“生鲜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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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上午，第二届京东
生鲜和石岛集团渤海开捕文化
节 在 石 岛 管 理 区 石 岛 新 港 举
行。当天，石岛集团有限公司和
京东生鲜签约。

石岛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 9 5 6年，是一个集国家一类开
放港口经营、水产品及食品深
加工、远洋捕捞、国内外陆海运
输、舶舶修造、建筑房地产、休
闲度假等七大产业板块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水产
品捕捞和加工是该集团的传统

产业，现有远洋鱿鱼钓船12艘，
灯光四支杆围网作业船4艘，远
洋辅助运输船3艘，1000马力以
上冷冻捕捞船8艘，年水产品捕
捞能力达4万吨；拥有水产品冷
库5座，总库容量6 . 5万吨，拥有
全封闭无菌精深加工车间7处，
水产熟食品烘干生产线4条，现
已形成各类冷冻水产品、烘干
和真空干燥水产品、速冻方便
食 品 和 软 罐 头 等 七 大 系 列 近
200个品种，年生产加工能力达
20万吨。

随着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和
升级转型的不断深入，石岛集
团积极开展“互联网+”建设工
作，组建专业力量从事电子商
务，运营线上平台，通过对“渔
港”系列品牌的策划、推广，线
上线下互促互融，线上销售量
逐年提高。2018年，石岛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冷藏厂与京东生鲜
电商平台达成合作，依托京东
集团强大的供应链和遍布全国
的冷链物流配送体系，及时将
新鲜安全的海产品送上消费者

餐桌。运营两年来，渔港京东自
营旗舰店线上关注量达到4 . 6
万人，成交 4 8 多万单，销货量
900多吨，销售额5000多万元。

“今年与石岛集团的合作
目标基本上比去年翻了一倍，
同时石岛集团在整个线上的产
品的推广也带动了其品牌。”京
东生鲜海鲜水产总经理李晓飞
表示，希望更多像石岛集团这
样优秀的企业来到京东生鲜，
把更好的产品推广给消费者。

(杨志礼)

连日来，一架架满载农药的

小型直升机，对港湾街道辖区松

材线虫病发生区的松林，喷洒专

效药，防治松材线虫病，以此遏

制松材线虫疫情的扩散蔓延和

危害程度，确保辖区内松林资源

安全。

高宇泽
8月30日，威海市第十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石岛杯”柔力球

比赛、荣成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柔力球比赛在石岛实验中

学科技艺体活动中心隆重开幕。

比赛正式开始前，参赛的20支队

伍近300人在实验中学操场亮

相，共同进行了柔力球套路集体

表演。来自全区的20支队伍参加

这次比赛。

石宣

为营造书香校园，提升人文

氛围，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和专

业成长，9月8日社会管理局代表

管理区开展了“教师节送图书”

慰问活动。送图书活动前，社会

管理局与学校进行沟通，了解教

师阅读书目的需求，并根据需求

采购相关图书。9月8日上午，将

价值6万元的5000册精美图书送

到辖区学校，受到学校教师的欢

迎。石岛管理区在教师节前夕开

展送图书活动，旨在勉励教师不

忘初心、坚持阅读，增强教师的

荣誉感和责任感，让校园充满书

香，让孩子们徜徉书海。近年来，

每年教师节，社会管理局先后向

辖区学校赠送各类图书、电脑等

教学物资价值40余万元。

徐发杰

近日，威海城建集团有限公

司，将一面绣着“心系企业服务

周到、尽心尽职勤政高效”的锦

旗送到石岛政务服务中心不动

产登记窗口，表达对不动产登记

中心为企业提供的五星级“店小

二”服务的感激之情，高度赞扬

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态度好、工

作效率高。

于海霞 张颖
9月3日，区交通运输监察中

队在峨石山西查处一辆无证运

输成品油的违规油罐车辆，这是

自开展危化品运输车辆专项整

治行动以来，本月查处的第2辆

违规运输危化品运输车辆。

张琬茹

简讯

斥山街道开展公共区域隐患排查行动
为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有效治理和消除各种事
故隐患，确保“安全、秩序、质量、
效益”统一，日前，斥山街道联合
派出所、市场监管所、城管执法
中队等部门联合执法，深入辖区
商超、宾馆、老旧小区等区域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检查组重点排查房屋建筑

情况、经营单位相关证照、消防
设施、消防器材的配备使用情
况，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设施
通畅情况、场所公共卫生以及员
工是否存在无健康证上岗等。在

对商超、宾馆、老旧小区等区域
进行摸底分析的基础上，检查组
针对突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研
究制订了专项治理的具体措施，
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下一步，街道将加大排查
力度，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

场所建立销号台账，逐一检查，
逐一验收，对整治工作不力的、
整改工作不到位的，利用舆论
媒体予以公开曝光，并按照有
关规定实施停业整顿直至关闭
处理。

(刘耀聪)

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的富民之路
斥山街道盛家村，现有村民

806户、1860人，党员52人，“两
委”成员4人，2019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500多万元。2015年，村党支
部领办耀盛果品种植专业合作
社，注册资金40万元，集体占股
50%，年收益310万元。村集体先

后荣获山东省级传统村落、威海
市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示范村等
荣誉称号。

盛家村耀盛果品种植专业
合作社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仅
用4年时间，从起初的80亩大棚
发展到如今8 0 0余亩集民俗旅

游、手工体验、农业观光、休闲度
假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农
业园，走出了一条党建带动合作
社发展的强村富民之路。

村集体实力愈发强盛，也
会更好地“反哺”村民。2019年
起，盛家村合作社提出，每年拿

出10%的经营盈余作为办公经
费用于合作社发展壮大，今年
还建设了暖心食堂，每年拿出
20万元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提
供午餐，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

(石宣)

构筑乡村振兴经济隆起带

王连街道虽为内陆乡镇，但农业产业
化、特色化发展一直不精、不大、不强。街道
依托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农业发
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打造了山水阡陌田园康
养综合体。全力打造出一条汇集产业发展、
养老养生、农俗体验、休闲度假等特色的乡
村振兴隆起带。

杨志礼 隋斌 摄

管理区开展重点工作调度会议
9月7日，全区重点工作调度

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
充分利用秋季气候宜人的有力时
机，抓住工作重点，推动全局各项
工作，确保全年工作计划全部完

成，争当各项事业发展的排头兵。
会议部署了当前重点工作，

研究了全年指标调度、土地利用
调整和城市建设等有关议题，进
行了党工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

议强调：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迅
速推进项目建设，要拿出“店小
二”精神做好双招双引工作，要
以精益求精的精神搞好精致城
市建设，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推进

乡村振兴。会议还对渔船管理、
建筑安全、社会稳定、土地问题
整治、疫情防控、扫黑除恶和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工作进行
了部署和强调。 (杨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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