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服务”助力石岛高质量发展

简讯
近日，荣成市第三十五中学开

展冬季防寒防冻和防煤气中毒安全
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的冬季
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
校园。

该校通过班会对学生进行冬季
防寒防冻教育，让学生了解防寒工
作的重要性。向学生介绍冬季防寒
防冻的小知识，包括防止手脚冻
伤、雨雪天气怎样预防滑跤等内
容，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
安全意识。学校还通过班会进行防
煤气中毒教育，重点对煤气中毒的
症状、防治知识急救措施等进行了
详细讲解。

许丽娟
荣成市世纪小学在本学期社团

经历自主招募后，社团的孩子们积极
参与到了“法治在线”社团中来。在社
团里，社员们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
法律条文，并结合具体案例感受到法
律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在小小辩
论赛中，针对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校园
生活案例，正反两方回家搜集素材，
整理资料进行辩论，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法治专家讲座”让孩子们了解了
校园欺凌可能违反的相关法律；而模
拟法庭让孩子们亲身经历了案件审
理的全过程，切身感受到法律的权
威。社团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
活，培养了学生的法治意识，提高了
学生的法治素养。

张彩玲
日前，荣成市第二十三中学根

据市教体局诚信进校园活动要求，
将教师信用与志愿活动捆绑，将“责
任担当、定向服务、专业帮扶”三位
一体有机结合起来，引导教师在教
书育人的同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走进社区，开展特色志愿活动。

“信用+志愿”活动，是荣成市
二十三中学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又
一项创新举措，鼓励广大教师在志
愿服务中奉献自我，砥砺才干，收
获真知，用切实的关爱和帮助，为
学生撑起一片蓝天。

孔玲
近日,荣成市府新小学举行了

一场丰富的综合实践组品展示活
动。

府新小学一直扎实有效地开展
综合实践活动，并将其视为加强师
生意识形态教育，深入实施素质教
育，综合实践课上，各班级展示了
学生精心制作的手工作品，有剪
纸、折纸、泥塑、绘画、贺卡、手工相
框、笔筒等，参观过程中学生们大

开眼界，被精彩纷呈的手工作品深
深吸引，忍不住驻足欣赏。

荣成市府新小学将继续以综合
实践活动课为载体，让孩子们通过
实际操作活动来增强学生的动手能
力，让学生自由的实践和创新，发
展综合素质和能力，学会融入生活
的本领。

王小英
日前，荣成市石岛实验小学携

手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举行“小小
朗读者”大赛。

此次参加比赛的是3—5年级
优秀的小选手，各班在初赛的基础
上推出三名小选手进入决赛，朗读
的内容是从指定的课外读物中挑选
自己喜欢的文章。

在大家的企盼中，“小小朗读
者”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选手们
登上这方舞台，尽情展示自我，挥
洒才情，比赛之后，作为评委的电
视台记者给予了选手们准确贴切的
专业点评，最后颁发荣誉证书，这
是选手们一路努力的见证，也是今
后成长的鞭策。

此次小小《朗读者》比赛是“打
造书香校园”的一个活动缩影。通
过读中悟，悟中读，加深对文章的
感悟和理解；另外，通过晨读十分
钟、 经典诵读赛、爱国演讲赛、传
统故事赛等多种活动方式激发同学
参与朗读的积极性。

王艳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

改革委命名62个村庄为全省乡村旅
游重点村(精品旅游特色村)。其中，
宁津街道东楮岛村榜上有名。

石宣
为推进信用建设的拓展和延

伸，引导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参与
农村信用建设、暖心工程、志愿服
务，形成守信重信、团结友爱、互利
互惠的诚信大氛围，提升社会文明
水平，王连街道办事处联合各村
居、爱心企业、商户、诚信银行等单
位和志愿者共同成立“王连街道信
用互助联盟”。

赵红阳 王晓玉
继2020年1月20日大鱼岛成为山

东省乡村春晚分会场后，目前大鱼岛
正在积极排练筹备自己的“村晚”，一
方面喜迎新年，一方面争取办成更大
台的“村晚”分会场。2020年12月26日
上午，“欢乐过大年，迈进新征程，咱
们村晚最精彩，咱们村晚等你来”大
型“村晚”彩排活动，在大鱼岛村老码
头进行。

王祖永

“快”，成为石岛管理区抗击疫情
的关键词，在“加速度”的背后，则是
机关投入的“快服务”。项目还没正式
签约，管理区干部就进入“店小二”角
色，从打桩开始，每周一调度，任何需
求，有求必应，最短时间解决。

2020年，管理区实施的总投资
140多亿元的21个荣成市级重点项
目，全部纳入“挂图作战”，由区级班
子分包，专班跟进、每月调度。其中
90%以上的项目进度超出预期，完成
实物工作量超年初计划10%以上。

2020年，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
等因素，管理区充分发扬“永不服
输、勇争一流”的石岛精神，拼搏奋
进、敢于担当，围绕市委、市政府“十
个攻坚突破、五个聚焦用力”部署，
把抓担当作为、谋开拓创新、促攻坚

突破，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主旋
律。

尤其是新一届领导班子组建以
来，管理区围绕目标定位、短板差距
和重点工作，把“抓落实、抓攻坚”成
为工作导向。按照工作项目化、闭环

化的要求，明确工作标准、具体责
任、完成时限，加快了重点项目推进
速度，开启了新的征程，为推动全市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更前列做出了
石岛贡献。

(杨志礼)

青岛啤酒（荣成）有限公司

樱花湖分公司

中餐厨师 2 中专以上文化
男性，年龄25-50岁，身体健康，吃苦耐

劳，有酒店工作经验2年以上
5000 6000

18660329600

邹经理

西餐厨师 1 中专以上文化
男性，年龄25-50岁，身体健康，吃苦耐

劳，有酒店工作经验2年以上
5000 6000

服务员 6 初中以上文化
男、女不限，年龄18-50岁，身体健康，吃

苦耐劳，有酒店工作经验2年以上
3000 4000

荣成歌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制程工艺岗 10 本科/研究生 半导体封装经验5年以上 8000+

4000+

6000+

5000+

18563142023

梁保江

仓库账务岗 5 专科

生产设备技师 20 专科/本科 半导体封装经验3年以上

作业员 100 不限 35岁以下，能适应两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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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成市企业用工需求信息表

自2019年5月1日，双石
董家村“暖心食堂”揭牌以
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为
民服务”的服务宗旨，致力于
为老人们提供营养丰富、口
味鲜美的午饭，得到老人和
周边百姓一致好评。

在开办过程中，暖心食
堂面临资金紧缺、人手不够
等诸多困难，村书记多方筹

措资金，积极联系市帮扶部
门，为双石董家村暖心食堂
送来了米、面、鱼、奶等，价值
一万元。而后村民们纷纷慷
慨解囊，为暖心食堂的老人
提供各类物质帮助。

为了让暖心食堂越办越
红火，村委以征信为抓手，把
积极参加暖心食堂志愿活动
的志愿者们纳入村征信体

系。双石董家村暖心食堂每
周运营五天，菜品种类花样
繁多，能够保证老人吃的营
养健康、吃的舒心放心。不论
是平时还是过节，孙庆武书
记不仅组织志愿者们为老人
奉上团圆饭，还组织锣鼓队、
艺术团在饭前为老人们献上
丰盛的艺术大餐。

(李洋)

大疃镇双石董家村暖心食堂

石岛管理区应急管理局开展综合治理行动

近日，石岛管理区应急管
理局为了整治九州商厦、北方
渔市区域环境卫生脏乱差、建
筑设施严重老化、外来人口聚
集等问题，根据《应急管理局对
九州商厦、北方渔市综合治理
方案》要求，2020年12月28日，

区应急管理局联合港湾街道安
监办、荣成市公安局港湾派出
所对九州商厦、北方渔市周边
特种作业、电气焊等存在安全
隐患场所进行摸排。检查组共
摸排沿街商铺30余家，重点督
促电焊、修理铺工作人员在进

行电焊作业时，必须持证上岗，
注意安全，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当前正值岁末年初阶段，区应
急管理局将持续开展综合治理
行动，打造整洁、有序、美丽的
港城环境。

(郑晨阳)

石岛管理区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

2020年12月28日，全区重
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会议强
调，各部门、各单位以新班子
调整为动力，全力以赴搞好岁
末年初重点工作，定好位、起
好步，开新局、谱新篇，以崭新
的精神风貌迎接新的一年的到
来。会议通报了12月份重点工
作完成情况，就当前重点工作
进行了研究部署。

会议提出，要抓好园区建
设，相关单位要立足专班职
责，抓紧落实工作。要搞好双
招双引，跟进重点在谈项目。
各街道、部门要积极向上对
接，争取政策扶持，抓住机遇，
实现双招双引新突破。要进一
步抓好精致城市建设，搞好城
乡环卫及垃圾分类，要继续搞
好重点区域整治。

会议还提出了搞好行业
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抓好安全
生产工要严格抓好渔船管控，
进一步摸清渔船底数，落实有

效的风险管控措施，搞好渔业
转型升级，从效益角度出发，
引领行业发展。通过招商引
资，收购并购，去粗存精，引导
企业向大型化、专业化、现代
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整个
行业产业的提档升级。搞好社
会治理，彻底解决恶意欠薪、
农村三资清理等问题，确保信
访稳定，从根本上解决民生诉

求。会议还对当前疫情防控提
出严格要求，要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扎实落实“外防
输入”政策。对进口冷链食品，
必须进入集中监管仓统一消
杀、核酸检测，不能有半点懈
怠。节日期间活动尽量避免大
范围开展，各街道要按要求组
织好各自辖区的活动。

(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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