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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B03新闻

中建五局开放日展示“围挡里的世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 通讯员 邹滟聍

黄海之滨，逍遥湖畔，由
中建五局山东公司与中建不
二幕墙装饰公司威海国际经
贸交流中心项目举办的“建证
幸福·共赴小康”云开放日于
18日拉开帷幕。此次云开放活
动旨在通过向大众打开“围挡
里的世界”，将项目施工工艺、
工程进度以及背后的建设故
事抽丝剥茧般呈现，向大家讲
述在威海东部滨海新城拔节
生长的“海滨鸟巢”。

云开放活动开始，来宾们
深入施工现场进行观摩，项目
总工孙飞为大家讲解项目技
术亮难点。“钢罩棚结构复杂，
施工难度大 ;钢构用钢多，跨
度大 ;劲性砼构件多，节点复
杂 ;安装专业多，智能化程度
高 ;双曲面金属屋面面积大，
抗风掀要求高;精装修曲面造
型 多 ，超 高 转 换 层 节 点 复
杂……”幕墙施工技术总工王
湛介绍幕墙施工工艺：“交流
中心、人居中心、双层展厅等
标志性单体玻璃幕墙外部设

计了大量‘悬挑、盒子、阶梯、
双层’造型，体量大，结构复杂
多变，材料定制难度大，技术
团队多效并举，综合运用BIM
技术、犀牛建模、放线点位控
制等方式方法解决了一系列
施工难题。”

为提高全员“促生产、保
安全、抓质量”意识，项目指挥
长彭虎带领全体管理人员庄
严宣誓，郑重承诺秉承初心，
把控好每个施工环节，以实际

行动确保企业生产质量与安
全。项目管理人员表示，项目
始终坚持多措并举促生产，竭
力以匠心铸就高品质工程，共
同促进项目建设品质提升。

随后，烟威分公司党总支
书记、总经理陆海荣带领现场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同
时，为响应中央与中建集团党
组要求，项目邀请中共威海市
委党校校委委员王东普为管
理人员与农民工工友们宣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精
神，在项目内部掀起了一股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贯
学习热潮。

据悉，中建五局山东公司
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项目
建筑面积25 . 26万平方米，投
资总额约32 . 14亿元，为中建
五局在威海的首个PPP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国际交流中心、
人居中心、会展综合区等。项
目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10
+2”重大项目和威海市的“一
号工程”，受到威海市委市政
府的高度重视，作为未来威海
城市中心核心区和威海智慧
城市中心，项目建设对提升威
海城市品味、打造宜居城市和
智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此
前，项目参加省住建系统“战
疫情、勇攻坚、促发展”争先创
优劳动竞赛，充分发挥劳动竞
赛的激励作用，营造出“比、
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实
现5-8月份连续4个月产值过
亿。

乳山：企业放心“出题”部门认真“答卷”
“近期每天约有10名应聘

者前来面试，已经招了快70人
了，缺工情况明显减轻。”近日，
乳山市人社局服务企业专员潘
国伟前往威海伯特利萨克迪汽
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了解用工
需求、缺工状况，一进门就听到
企业用工难题缓解的“喜讯”。

“人手最紧张的时候达到
了100人的缺口，对生产造成很
大影响。”企业负责人说，威海
伯特利萨克迪汽车安全系统有
限公司自快速复工后，产能迅
速恢复，市场需求旺，从而用工
缺口加大。潘国伟了解这一情
况后，积极帮助企业建立通道，
利用线上平台发布招聘信息，
同时与企业一同赴东北地区对
接招聘。

随时对接、立即上报、及时
解决……为做好24小时重点企
业用工调度保障工作提供更优
服务，在乳山，共有97名像潘国
伟一样的“人社服务企业专
员”，他们下沉一线，既当宣传
员，又当代办员和协调员，全程
参与企业复工复产等各项工
作。服务专员还会同各镇街全
面摸排辖区内未就业人员、其

他未复产企业待岗人员、产能

不足企业裁减人员、暂未外出

务工人员、暂居本地的外地人

员信息，建立人力资源供给台

帐，与企业用工需求台帐对比，

实行定向输送。

自干部作风大改进行动开

展以来，为继续给企业提供更

优质服务，乳山市把提升服务

企业能力、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产业强市重要抓手，坚持政策

先行，为各项工作落实提供有

力的制度保障。对企业反映的

问题，逐一建立台账，销号管

理，确保事事有着落。针对企业
用工难题，安排服务专员深入
企业调研，对全市企业实行“点
对点”对接。针对不同类型企业
存在的问题，服务专员每周主
动与企业联系，帮助企业收集、
分析问题，做到企业员工总数
清、岗位空缺清、缺工工种清、
缺工原因清、对策措施清“五
清”。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乳山市及时了解发布企业
用工需求，着力加强精准帮扶
力度，制定并印发《企业服务专
员工作手册》，包含企业服务专
员职责、企业服务专员信息以
及企业服务专员工作记录三方
面内容，有效宣传惠企政策。在
此基础上，服务专员实行“周报
告、月总结”评价机制，同时建
立《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需求
台账》，与企业加强沟通对接，
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尤其是紧
缺工种需求，开展岗位征集工
作，采取“一企一策”的方式帮
助企业招聘员工，解决用工保
障问题。

为畅通网上招聘渠道，乳
山市通过人社微信公众号等渠
道开展“网络招聘会”，已通过
线上平台发布用工信息12期，
开展“民营企业招聘周”等网络
招聘活动8场。同时指导缺工企
业在威海就业服务平台等招聘
平台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利用
公益短信和乳山发布微信公众
号，将该平台线上招聘的求职
方法推向全市企业和劳动者，
引导企业在该平台自主发布招
聘信息。发布后的信息通过企
业用工群推送，供用人单位和

求职者双向交流、协商，做好招
工和求职服务工作。截止目前，
已有348家企业在平台注册，发
布招聘信息岗位5659个，帮助
我市缺工企业解决用工4781
人。除线上招聘，市人社局利用
悬挂横幅、村居室外公益电子
屏字幕、印发招聘岗位信息，或
通过志愿者散发传单等方式加
大招聘宣传力度，全面开展就
近就业宣传。帮助返乡人员、赋
闲在家人员实现就地就近就
业，营造“就业在家乡”氛围。

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跨区域劳
务合作，减少企业外出招工成
本。今年，乳山市组织人力资源
公司赴内蒙古、甘肃、青海、吉
林、辽宁等省份开展外出招聘
会活动，针对有意愿招聘但无
法随行的企业，企业专员通过
携带用工信息帮扶企业外出招
聘，减少企业招工成本。与招工
地劳务公司开展劳务合作，为
我市有需求外地员工的企业提
供劳务输入，解决用工不足问
题。

为破解政企信息不对称难
题，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乳山市工信局抓好经济运
行监测调度，精选工信和科技

部门惠企政策编印成册，组织
业务骨干入企开展政策宣讲，
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用活政
策。重点对103家规上工业企业、
26家拟入库工业企业和19家规
模以下样本企业进行周调度、
月检测，及时掌握企业情况，为
企业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在抓优企业服务、优化营
商环境等方面，乳山市工信局
加强“驻厂员”培训，发挥其信
息员、宣传员的作用，宣传解读
政策，收集企业诉求。本着“企
业需要什么、企业家需要什么，
就培训什么”的原则，结合企业
家们关注的热点难点，以及企
业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举办
企业家培训班，以企业家讲坛、
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促进企
业家交流沟通和信息共享。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实施细则，
建立了“企业吹哨、部门报到”
工作机制，安排专人“点对点”
负责，加强对接联系，帮助争取
上级政策，真正惠及企业发展。
同时抓紧研究制定2020年支持
新旧动能转换鼓励经济高质量
发展意见，进一步鼓励企业加
大技术改造、科技创新等方面
的投入，提升发展动能。

(姜俏俏 宋潇颖)

梁启生《金鱼法则》印刷第二版

近日，由著名的天使投资人、企业战
略师及银行家梁启生创作的《金鱼法则》
再印刷发行。《金鱼法则》讲述了人类对欲
望和社会之间的运行关系，作者把人类比
喻成金鱼，深入的探讨了只要保持“喂养”
欲望，金鱼可以无止境的吸收。

作为该书的作者，梁启生出生于中国
澳门，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
曾任高盛集团合伙人及战略师。2017年起
任启生资本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旗下控
股超过5家上市公司，现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亲善大使，加拿大宏利金融集团董
事，章鱼立方神经网络公司联合创始人执
行董事、首席执行官及首席技术官，梁启
生慈善基金会主席，小太阳计划发起人
等。

在《金鱼法则》中，梁启生以日常生活
化的例子探讨商业行为，用哲学观看待生
意的本质。此外，他还提出了需求和供给
关系的新观念，由从前的因需求而产生供
给，变为因有供给而去创造需求，把供给
当成需求的本身。

据悉，《金鱼法则》于2018年9月在美
国出版后，连续数十周高居十大畅销书排
行榜之列，被多位银行家，商业管理者列
入推荐读物。

(刘涛)

夏村镇紧扣建设“美丽乡村”这一
目标，扎实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
违建拆除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
效。加大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张贴标
语、广播宣传等形式让拆违工作深入
人心。突出重点，全面治理。对铁路沿
线、省道沿线等区域重点巡查整治。重
拳出击，拆除违建。通过联合综合执法
局夏村中队等部门对违建严厉打击。

(李明珠 兰少锋 )

建设美丽乡村，构建和谐家园

简讯

近日，钦村小学开展“绳”采飞扬跳绳比
赛,此活动面向全体学子，参与度100%，有效
引导孩子们养成锻炼的良好习惯,不断提升
身体素养,磨炼意志品质,促进健康成长。

（李霞）
钦村小学秉承“全员育人导师制”，结合

“海贝分信用进校园”活动，激励全体教职工
放学后进行大走访，此举有效促进家校合
作，提高教育满意度。

（李霞）
11月17日，后峰西小学全体教师接受智

慧云平台应用培训，老师们表示会把学习内
容运用到今后教育教学中，从而提高个人教
育教学的水平。

(徐晓华)
11月19日，后峰西小学举行“读好书，写

好字”硬笔书法比赛。比赛让同学们进一步
认识到书法的重要性，提升了书写能力与

审美情趣。
(王美富)

增强学生体质、增强身体抵抗力在今年
冬天尤其重要，为此，沈阳路小学于近日组
织了跳绳比赛。

(曹海莲)
近期，沈小学子在威海市国学小名士经

典诵读比赛、校园朗读者及现场作文大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展现了沈小风采。

(曹海莲)

重拳出击，凡违必拆

近日，夏村镇人民政府联合综合
行政执法局夏村中队对朱家庄村一处
违建厂房进行依法拆除。现场共出动
起吊机械1台，挖掘机1辆，废料运输车
1辆，经过 3个小时紧张有序的拆除工
作，拆除了 3 0 0余平方米违建厂房。此
次拆除违建行动，体现了“凡违必拆”
的决心，今后，将持续加大违建拆除力
度，对违建“零容忍”。

(王德争 于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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