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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为民践初心 无私奉献暖民心
——— 记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俊军

在荣成一提到信用管理，首
先就会想到东岛刘家这个征信示
范村，这是荣成市第一个实行征
信管理的村居，人民日报、中央电
视台等主流媒体都曾报道过东岛
刘家村的征信事迹，中央党校老
师针对东岛刘家村的征信管理模
式进行过专题调研，各地的学习
观摩团更是络绎不绝。可谁能想
到几年前，东岛刘家村还是一个
脏、乱、差的后进村居，偏远闭塞，
历史遗留问题众多，这一切的改
变都离不开东岛刘家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刘俊军的不懈努
力。

征信管理探新路

2018年6月，王连街道开展全
域化信用管理体系建设，街道把
东岛刘家村作为试点。当刘俊军
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番时，第一
步就迈的很艰难。“两委”成员持
怀疑态度，党员和村民代表会支
持率不高，有的村民甚至直接找
到了刘俊军，“2016年就开始实行
征信管理了，咋今年又开始了，光
搞这些形式有啥用!”。

为了让征信管理在东岛刘家
村落地生根，也为了消除群众的

隐患，刘俊军揣着笔记本在街道
信用办一坐就是半个月，本子记
了一半，在村内如何开展信用管
理的思路也清晰了起来，他下决
心要将信用建设这个“软约束”打
造成乡村治理的“硬抓手”。刘俊
军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制定了《东
岛刘家村信用管理办法》，推行征
信议事会制度，细化11大类、35条
考核细则，量化200多项信息采集
事项，明确了小组成员分工职责，
规定户均村级信用分数达到1005
分以上才能享受村级相关奖励待
遇，还印制“信用+村规民约+福
利”宣传册，取消村民福利和免费
农机服务，依据信用分数变福利
为奖励。

在信用等级结果的应用和志
愿精神的感召下，村里取消了4名
保洁员，成立了环卫服务队、理发
服务队、机械修理服务队等7支志
愿服务队，先后共计4000多人次
参与志愿活动，节省义务工支出
20多万元。村里涌现出一大批志
愿服务、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孝
老爱亲的典型。

暖心工程惠民生

在征信管理制度实施下，村

里的义务工支出省下来了，省下
来的这笔钱怎么用呢？刘俊军以
打造“暖心工程”为切入点，探索
爱老助残新模式，将群众参与志
愿服务为村集体节省的资金回馈
给群众，2018年11月建设全市首
家“暖心食堂”，主要为村里75周
岁以上的孤寡老人、五保户、低保
户以及无人照顾的重度残疾人等
提供服务。

为了给老人做饭，刘俊军组
织村里的妇女成立“美厨娘”志愿
服务队，当天就有30余人报名。基
础设施都有了，可是人来的却没
几个。通过了解发现，有的村民觉
得“吃白食”不好，刘俊军就领着

“两委”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有的
老人腿脚不好、不能出门，他就派
志愿者每天上门送餐。每到周末，
刘俊军就组织“两委”一起到暖心
食堂为老人包饺子。每逢老人过
生日，刘俊军总是自费为老人买
生日蛋糕，让老人感受到“家人”
的温暖，真正成为了群众的“贴心
人”。

“食堂旁边还有娱乐室，吃
完饭，我们这几个老哥们去下个
棋，打个麻将，我们高兴的同时，
孩子们在外面上班也省心，不用

操心我们跟家没有热饭吃，也不
用特意起早给我们弄完午饭再
去上班，孩子们省了不少心，这
个食堂真的是暖心呀！”村民激
动的说。

正是刘俊军这一创举，暖心
食堂经验做法得以在荣成市全面
推广，目前已开办运营389家，覆
盖全市50%的村居，免费给1 . 2万
名80周岁以上农村老人提供午
餐，切实解决了他们“一餐热饭”
问题。

主动谋划搞经济

“我们村一共有300多户，集
体经济收入却只有几万元，‘两
委’工资勉强能够发放，老百姓的
福利那就不要想了。这么一个大
村，要是再没有收入，以后怎么发
展。我们一定要拓宽思路、想方设
法把集体经济发展上去。”这是刘
俊军上任后第一次召开村“两委”
会议时立下的军令状。2013年10
月，刘俊军通过多方努力，顶着大
部分村民不支持流转工作的巨大
压力，带领“两委”成员分别将南
山900亩和北山500亩连山峦带土
地流转出去，一连两个多月晚上
工作到深夜12点钟，通过日夜奋

战，流转后每年给村里带来近50
万元的收入。

为尽可能发挥土地流转功
效，实现农村发展、农业转型、
农民致富的目标，刘俊军决定
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 +公司 +
农户”模式，由党员带领群众上
项目、闯市场。去年以来，通过
成片流转土地、积极招商引资
的方式，与 2 8 8户村民签订土
地流转合同、流转土地1700多
亩，先后引进赤山集团，投资
2000万元，发展花田林海观光
基地项目，打造综合旅游度假
区；引进双利集团，投资 3 0 0 0
万元，打造以薰衣草为主的千
亩休闲观光园，配套育苗大棚、
百果园、房车露营地、儿童乐园
等设施，形成具备休闲观光旅
游的功能园区，增加集体经济
收入50万元。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
民，是村里长大的孩子，当上这
个村书记就是为了给大家办点
实事”晒得黑黢黢的刘俊军说
道。东岛刘家村正在刘俊军的带
领下，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扬帆
奋进！

(石岛管理区党群工作部)

近日,荣成市俚岛镇中心完小开
展“听名人故事，学名人精神”爱国主
题教育。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讲
述家乡名人的生平事迹，让优秀品质
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活动中，老师们用朴实而饱含激
情的语言，讲述了英雄们的成长经
历，带领学生在追忆历史的同时了解
国家苦难的过去，感受现在幸福生活
的来之不易。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
纷表示：名人的事迹催人奋进，名人
的故事要永远铭记，要向名人学习，
从身边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树立主
人翁的使命感，努力学习。 (杨洪敏)

近日，荣成市蜊江中学各年级以
“与更好的自己相约”为主题，开展心
理减压拓展活动。

活动前，心理辅导教师针对同学
们考前容易出现的种种心理现象进
行分析，设计不同的活动来营造轻松
愉快的氛围，活动让学生增强了自信
心，发掘潜能，从容应对压力与挑战。

通过系列活动，舒缓了同学们的
心理压力和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化
解了同学们沉重地考前心理压力。让
学生们以更好的状态迎接考试，鼓励
全体同学着眼未来，着手当下，砥砺
奋进，不负韶华。 (孙明艳)

近日，荣成市蜊江中学广泛深入
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
宣传系列活动。围绕学习内容,组织教
师积极参加宗教政策法规知识题的答
题活动，全校共160多名教师参与答
题，正确率达到95%以上。利用党员活
动日组织党员学习各类宗教政策法
规，集中学习后，全体党员签订《党员
不信仰宗教承诺书》。

此次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
的开展，提高了全体教职员工的法律
意识，增强了法律观念，提高了广大
师生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
能力，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氛围。 (尹红梅)

简讯

山东泓达集团有限公司

出纳 1 大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有驾照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3000 3500

0631-7501598 荣成市南山南路59号

质检化验员 2 大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有化验员证者优先考虑 3000 3500

保管员 1 中专及以上 4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3000 3500

国际贸易员 1 大专及以上 40周岁以下，男女不限，英语流利者优先考虑 3000 4000

食品加工工人 30 初中及以上 50周岁以下，认真细心，责任心强 3500 5000

荣成市教体局举办2021年第四期基础教育改革论坛

为推进荣成市基础教育改革
进程，提升办学品质，日前，荣成市
教体局2021年第四期基础教育改
革论坛在市蜊江中学如期举行。此

次论坛邀请8所学校管理团队上台
展示，围绕小体量学校如何集中力
量办大事、幼小初一体化理念下的
学校管理、特色项目打造、教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谈举措论成效，并
对未来做出规划和展望。荣成教体
局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教研中
心及局属其他单位中层以上领导

干部、荣成市中小学校长参加了此
次论坛活动，并现场根据校长汇报
情况，与台上展示团队进行互动交
流。 (李晓彤)

荣成市世纪小学多点发力 全面推进校园诚信建设

日前，荣成市世纪小学以诚
信教育为抓手，大力加强学校信
用体系建设，多点发力，通过开展
诚信师生、诚信班级、诚信学校、
失信行为专项治理活动，把诚信
教育、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校园信

用建设的重点，不断规范办学行
为，优化教育发展环境，打造诚信
校园。

学期初，学校通过班子会和
教师代表大会，进一步对征信考
核方案进行研讨。通过全体教职

工大会对方案进行表决，以年级
组为单位加强对征信方案具体内
容的学习，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
明确征信考核中诚信奖分项目、
失信扣分项目等相关内容，找到
工作的发力点。

随着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
步增强全体教职工的诚信意识，
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担负好学生健康成
长的引路人和指导者的职责。

(张彩红)

石岛管理区一批先进受表彰
七一前夕，石岛管理区

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受到省市表彰。其中，王连街

道东岛刘家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刘俊军，宁津街道东墩
村党支部分别获得获得山东
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

党组织荣誉称号；石岛管理
区获得威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4名、先
进基层党组织5个；获得荣成

市优秀共产党员 2 2名，优秀
党务工作者 2 1名，先进基层
党组织21个。

(石宣)

石岛管理区为2027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石岛管理区班子成员进村入
户，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
员，送去节日慰问金、慰问品，并为
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各街道也分别采取多种形式走
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通
过举行集中颁发仪式、到党员家中

颁发等形式，全区共为2027名老党
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石岛管理区党群工作部负
责人表示，全区2027枚“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就是2027颗对党火
热的心，老党员们对党忠诚的政
治品格、服务人民的赤子情怀、

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都铭刻在
这沉甸甸的纪念章中。

桃园街道老党员刘少文抚
摸着纪念章激动地说，这枚纪念
章是老党员的特殊荣誉，作为一
名老党员，我要在党的领导下，
充分发挥余热，继续奋斗终身。

桃园街道街道组织老党员代
表为3名年轻的新党员代表佩戴
党徽。新党员代表周大伟表示，要
对标老党员的崇高境界和务实作
风，赓续光荣传统，传承精神谱
系，为石岛的发展再续新篇章。

(石宣 李玉洁)

斥山街道中心完小无人机社团再传捷报
日前，在荣成市世纪小学举

行的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
大赛山东(荣成)赛区选拔赛上，
石岛管理区斥山街道中心完小

无人机社团派出的9人参赛小
组，包揽了无人机物流搬运项目
前6名，为学校再添新荣誉。

斥山完小经过日常训练和严

格内测选拔，选拔出9名同学参加
此次无人机物流搬运项目比赛。
最终，同学们脱颖而出，取得了囊
括该项目前6名的好成绩，其中李

肇昕、曲芃旭、王蔚辰3名同学凭
借前三的优异成绩，同时获得了7
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无人机
大赛的参赛资格。 (王广竹)

荣成经济开发区：比学赶超转作风 聚焦精准促发展

近日，荣成经济开发区组织班
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及中层干部
30多人，赴烟台龙口经济开发区、
威海高区对标学习，现场观摩裕龙
化工、道恩集团、惠普打印机、威高
集团等企业的先进经验作法，进一
步树立标杆、明确努力方向。

在观摩学习中，龙口经济开
发区，让企业“唱主角”，把龙头
企业发展成为招商引资的主力

军的做法让大家印象深刻，以道
恩高分子材为龙头，吸引近20家
高分子材料企业入驻产业园，目
前，龙口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园、
航空材料产业园等区中园已出
具规模。威海高区产业链招商效
果显著，在打印机招商过程中，
产业链缺什么，高区就有针对性
地引进什么，不但留住了三星打
印机，而且引进了惠普及众多配

套企业，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激光
打印机生产基地。

下一步，荣成经济开发区将
集全区之力强化主责主业攻坚，
采取“一名班子成员、一个部室、
一个产业链、一个重点招商区
域”的小分队招商策略，积极走
出去对接、推介，年内争取外出
招商15次，邀请100批次客商到
区考察，确保高质量完成落户20

个项目目标。坚持龙头带动，大
力扶持歌尔微电子、奥萨制药、
康派斯新能源等“链主”企业，为
这些主导产业延链强链，补齐上
下游配套，形成集群发展态势。
完善挂包服务网格，为每个企
业、项目配备具体挂包责任人，
紧盯生产经营“堵点”“痛点”对
症施策，助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
发展。 (李钟 张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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