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市博隆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1 专科及以上
10年以上财务工作经验，45周岁以

下
10000 12000

18663180966 荣成市观海东路98号
保安 2 不限 58周岁以下 2000 2600

消防中控员 1 中专及以上 持有建构筑消防员证 2400 3000

瓦工 1 不限 60周岁以下 2500 3000

电工 1 中专及以上 持高压电工证 2800 3500

山东荣成曙光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机加工人 5 中专及以上 年龄18-50 4000 8000

0631-7870006 荣成市黎明南路28号包装工 1 不限 年龄18-50 2500 4000

维修工 1 中专及以上 年龄18-50 3000 4000

荣成金悦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员 5 中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下 3000 6000

17606310269 成山大道中段228号餐饮传菜员 5 中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下 3000 4500

前台接待 2 中专及以上 18-30周岁 3200 4000

荣成市教体系统后备干部培训班开班
3月29日，荣成市教体系统后

备干部培训班在荣成市实验小学
报告厅举行开班仪式。荣成市各
中小学校年轻后备干部和机关青
年干部培训班成员，共计100人参
加了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荣成市教体局

主要负责人从工作心态、大局观
念、职业规划和教育情怀等十二
大方面对青年后备干部的成长进
行了引领并组织学员们分组开展
了拓展破冰的团建活动。

团建活动后，荣成市综合教
育实践中心李济平主任围绕中层

干部的边界意识方面，作出《中层
干部边界感里的“小型张清单”》
报告。荣成市蜊江中学汤文江校
长围绕管理能力、沟通能力等七
个层次，作出《中层干部七项修
炼》报告。来自宁波市鄞州中学校
长、党委书记，浙派名师，宁波市

教育管理名家王贤明校长，围绕
成为中层干部的条件、能做什么
以及定位，作出《中层后备的专业
发展与成长路径》报告。

此次荣成市教体系统中层干
部的培训，将通过集中学习、团队
建设、分享交流、实地观摩、外出

考察等形式，进一步引导年轻后
备干部开拓视野，更新理念，激活
发展愿望；进一步提升组织管理、
教学指导、家校沟通以及课程建
设等方面的能力，为荣成市教育
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能力
保障。 （李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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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推
出100条山东红色旅游线路，这100
条线路精选了全省16市的红色旅游
景区、革命类博物馆等，串联山东丰
富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乡村田
园、都市风情等资源。其中，石岛的
龙山革命纪念馆、谷牧旧居两处景
点入选“革命圣地 不忘初心”红色
+党建教育线路。

(石宣)
渔岛路改造项目是石岛管理区

2021年民生重点工程，总投资510万
元，位于大鱼岛船厂西，路长440米，
宽9米，需摊铺沥青路面3960平方
米，铺设人行道板1100平方米。目前
正抓紧施工，力争4月底前完工。

(王祖永)
截至清明前夕，石岛管理区在

石岛山、甲子山、朝阳山三大山系新
修建和投入使用护林房23处，新开
辟防火通道5条，并加强护林房、防
火通道、防火蓄水池、防火供水管道
等防火基础设施的维护检修，以及
防火物资储备、防火设备的统筹安
排，从防火保障上做好了充分准备。

据了解，全区专业森管护林员
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
重点点位进行不间断巡查，提前对
火险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确保遇有突发性事件能够做
到及时、快速处置。

在此基础上，石岛管理区还成
立了由纪工委、农业和海洋发展局、
督查考核办三部门人员组成的4个
督导巡查组，巡回到各林区、墓地检
查督导，发现问题随时通报。

(李法科 李鹏飞)
日前，石岛实验小学充分利用

“思政大讲堂”这一平台，深入开展
“党史故事进讲堂 红色基因薪火
传”的红色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邹丽娜老师以《党员
是旗帜 热血铸军魂》为题做出精
彩演讲。邹丽娜老师用饱满的感情、
深情的语言为同学们讲述了中国历
史中共产党人那一段段震撼人心、
催人泪下的故事。

通过此次思政大讲堂的宣讲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学生们深刻认识
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激发了
学子们的爱国热情，厚植了学子们
的爱国主义情怀。

(王艳)

公司名称 职位名称 招聘人数 学历 条件要求 最低薪资（元） 最高薪资（元）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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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开展清明节爱国教育主题活动

3月31日，荣成市第二实验中
学携手社区举办清明节爱国教育
主题活动，南城区老干部联络站
站长彭晋堂、德润区老干部联络

站站长王迠涛、离休老军官肖巨
模以及第二实验中学的部分师生
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学校报告厅，彭晋堂站长

为师生们做了题为《知党恩，报党
恩，跟党走》的党史教育报告，分
享了荣成籍革命英烈张晶麟、沈
秀芹、郭永怀等先烈的光荣事迹，

倡导师生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心怀感恩，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
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曲瑷瑛 张宗芹)

桃园街道青春宣讲团给群众讲“老故事”
3月30日，荣成桃园街道党史

宣讲团队开启了以“党史学习遍
村居”为主题的青春巡回宣讲活
动。

本次党史宣讲在西南海村拉
开帷幕，村委大院变成宣讲的阵
地，老百姓围坐在宣讲员周围，大

家带着浓厚的兴趣听着千里挺进
大别山这段党史。青年宣传员姜
竹雨由浅入深地讲解着这段党史
的重要意义。宣讲结束后，大家一
同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在嘹亮的歌声中忆党史，感
党恩，跟党走。

在青木寨村文化广场，这里
也变成党史学习教育的阵地，青
春宣讲员张铭佳亦通过饱含深情
地的讲述，再现了当年志愿军战
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悲壮场
面，饱满的讲解赢得了阵阵掌声。

本次宣讲团队成员均由前期

街道开展的“青春邂逅党史”巡回
宣讲选拔赛中的优秀选手构成，
成员们将在5天的时间内走遍辖
区16个村居，以一颗颗赤诚之心，
一场场形式多样的党史宣讲，讲
述党的历史故事，传递党的奋斗
精神。 (李玉洁)

92岁抗战老兵给乡亲上“党史课”

近日，荣成市王连街道赵家
山村活动室内，92岁退伍军人、老
党员邹恒宏为全村党员上党课，
讲述参加抗美援朝历史故事，激
发大家永怀爱党爱国精神、凝聚
奋进力量。

邹恒宏是一位拥有70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他曾参加过解放战
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荣获朝鲜国

家奖章，多次立功，他的经历就是
一部“活党史”。时隔多年，回忆起
那段峥嵘岁月，邹恒宏的情绪依
旧激动。“初到朝鲜战场，我们衣
被单薄，冷是真冷；口粮不足，饿
是真饿；远离家乡，真是想家。但
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要打胜仗的
决心。”讲到动情处，邹恒宏几度
哽咽，嘴唇微微抖动，眼含热泪地

说：“在部队，共产党人无私奉献
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无处不在，这
给了我们很大动力。”活动接近尾
声，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现在
的生活真好，这些都是共产党人
和革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希
望大家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
生活。

“我们街道现有10位抗战老

兵，作为战争的亲身经历者，他们
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们还会
继续组织‘抗战老兵讲党史’活
动，让大家把党史学到心里去，自
发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王连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他们将挖掘、讲述更多本
土红色故事，让群众听得懂、学得
进。 (徐敏)

石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行“清明祭英烈 缅怀慰忠魂”主题活动
4月2日，石岛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组织民警代表前往天福山革
命纪念馆开展“清明祭英烈 缅
怀慰忠魂”清明节主题祭扫活动。

民警们参观了天福山革命
纪念馆，一幅幅图片、一个个实

物直面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随
后民警来到天福山革命纪念碑
前进行祭扫活动，为人民奉献生
命的英烈们鞠躬献花，以此寄托
哀思。

此次“清明祭英烈 缅怀慰

忠魂”清明节主题祭扫活动对石
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而言既
是一次红色革命学习机会，又是
一次党性精神洗礼。祭扫活动结
束后，民警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作为党员

的优秀革命传统，将使命放在心
上、将责任扛在肩上，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的工作激
情，全力投入到移民管理事业当
中，做好国门的忠诚守护者。

(赵拓斋)

石岛管理区再创外资利用首季开门红
截至3月底，到位外资1278万美元

截至3月底，石岛管理区到位
外资1278万美元，超额完成一季
度计划任务，实现外资利用首季

“开门红”。
突出“一把手”抓外资。石岛

管理区主要领导召开外资项目
调度会，逐个项目论证土地、规

划、建设情况，分析到账潜力和
发力点；街道主要负责人对辖区
外资企业逐一走访，协调解决规
划、供暖等制约企业发展问题；
投资促进局重点对接澜海机械、
源盛食品等外资项目，办结澜海
机械、浦臣食品等4个增资项目。

强化调度促到资。坚持正向
激励与反向倒逼相结合，实施日
调度、周通报，做到千斤重担大
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同时，加
强对外资项目的指导，全流程参
与名称核准、公司注册、商务备
案及银行开户各环节，尽可能压

缩办理时限。随时交流项目资料
及办理进展，用真心服务换取企
业对外资工作的认可和支持。6
个街道合计到资876万美元，四
个街道全年目标任务均完成过
半。

(王利群)

荣成市教体局全面启动网上家长学校建设工作
4月1日，荣成市教体局在蜊

江中学报告厅组织开展专题培训
会议，正式启动网上家长学校建
设工作。荣成全市中小学分管家
庭教育领导及信息管理员共计
1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上，教体局相关科室负责
人针对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快

推进中小学网上家长学校建设的
通知》进行了解读，并对网上家长
学校公益应用平台“家长空间”进
行了简单的介绍。随后，教研中心
相关科室负责人指导学校要制定
详细的实施方案，安排信息管理
员及班主任配合做好相应的下载
注册和组织管理工作。

“家长空间”项目组专家通过
视频、PPT、现场投屏演示等方
式，分别从技术指标、功能使用、
体系建设，信息维护等方面对“家
长空间”平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并现场对部分学校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专业的解答。

今后，荣成市教体局将充

分利用“家长空间”平台，深入
推进网上家长学校建设，帮助
家长了解学校的各项教育任
务，理解、配合、支持学校工作，
进一步提升区域 家 庭 教 育 水
平，让家庭与学校真正实现同
频共振。

(李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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