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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荣成市寻山街道清河社区举
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春节联欢会”，居民
自编、自导、自演的各种节目样样齐全，台下
观众热情高涨，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决定要办‘村晚’，大家都抢着
出谋划策，40多名志愿者加紧排练，有的连
自家年货都顾不得准备了。”清河社区党支
部书记王秀平说，以前村民觉得做好事是出
风头，现在大家意识转过来了，集体有事争
着干，困难乡亲抢着帮，整个风气焕然一
新。这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给群众带来的最直
观、最深刻的变化。

以精准服务为主抓，以志愿组织为主体，
以信用建设为主线，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荣成
路径”给人颇多启示。

精准对接 创新服务

今年过年，崂山街道地宝圈村家家户户窗
户上都贴上了自己亲手剪的窗花福字。原来，
年前，很多村民想要学剪纸，村里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知道后，马上委托镇上通过云平台“下
单”，“下单”情况自动生成短信通知了市文
化志愿服务队席英爱老师。席老师“接单”
后，在约定时间到村里，为村民讲解剪纸相关
知识，并手把手教村民剪窗花，村里的妇女们
聚在一起，很是热闹。

荣成市通过“讲、评、帮、乐、庆”等多
种形式，常态化开展政策理论、文化惠民、扶
贫济困等服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牢牢
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政策多了，不见得老百姓能听得懂，形式
活了，不见得内容有力。为了避免镇街、村居
文明实践活动的单调化、形式化及“大呼
隆”，把服务真正送到百姓心里，荣成整合
全市文明实践资源，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
盼，建立起“群众吹哨、部门报到”的文明
实践工作机制。

不仅有科学理论、党的政策，还有农业养
殖、农机保养、养生保健，甚至还有瑜伽课
程……2018年甲夼马家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
展的服务内容丰富多彩。这些服务课程都是
村里的老年协会根据全村老少的意愿向镇
级、市级“点单”而来。这就是荣成市推行的
“菜单+点菜+派单”服务模式，实现供需双
方的精准对接。

今年元旦，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云
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与“志愿服务”网络平台
互联互通、数据共享，采取文明实践“全市一
张网”的管理模式。经过两个多月的调试，现
已经初步实现了组织活动网上审核、志愿服务
网上对接、奖惩考核网上公开等功能。

各文明实践志愿团队通过云平台以“菜
单”形式亮出服务项目，镇街分中心根据群众
需求在平台“下单”，“下单”情况自动生成
短信通知团队负责人。志愿者“接单”后，在
约定时间深入镇街、村(社区)以及各类文明实
践基地，开展理论宣讲、法制宣传、农业科
技、医疗健身等服务，并与受众利用云平台进
行后续点评及解答互动。

目前，荣成22个镇街文明实践分中心、30
支市级文明实践专业志愿服务队先在云平台上
注册，镇街分中心、村居实践所计划发起的每
项文明实践活动，事先都要通过云平台上报活
动方案，批准后方可组织活动，从源头把准导

向，确保活动不偏轨。
据统计，荣成市已通过云平台发起开展活

动800多场次，参与群众12 . 8万人次。“新时
代·中国梦”“荣成讲堂”“党员传帮带”
“清洁家园·美丽乡村”“春风化雨·让爱续
航”等3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志愿服务项目
获得基层群众的广泛好评。

荣成市还以云平台上展示的镇街分中心、
村居实践所、志愿服务团队以及志愿者“月度
活跃指数”等相关数据，作为文明实践活动考
核以及市财政部门奖补资金发放的依据。

志愿服务 温暖乡村

2月13日，阳光洒在荣成首家志愿服务团
队开办的暖心食堂上，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志
愿者们为20多位老人盛上刚出锅的热包子。

据了解，村里为75周岁以上的孤寡老人、
五保低保户以及无人照顾的重度残疾人开设一
间不必自己动手，由志愿者提供干净营养饭菜
和温馨服务的“暖心食堂”。食堂办起来后，
村里很快成立起了“暖心食堂”志愿服务队，
18名队员每天3名轮流值班。“不管谁都有老
的一天！说不定以后咱也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
午餐，在这里义务劳动不觉得亏。”身为志愿
者的刘爱华笑着说。

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首先要把人动员起
来、聚集起来、团结起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
服务。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第一
批试点市，荣成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部
署，强化顶层设计，创新机制体制，建立了构
建“实践中心—实践分中心—实践所”三级组
织体系。组建市镇村三级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统筹建立文明实践人才库，构建上下贯
通、供需对接的文明实践队伍。志愿服务队的
成员主要来自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以
及乡土文化人才、农村党员干部、志愿者、产

业带头人等。
该市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基层党建、

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相结合，大力推行“中
心+基地”模式，突出文明实践的阵地化、专
业化、实用化。整合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
源，荣成市重点打造了理论宣讲、红色教育、
科技科普、文化服务、体育健身、青少年教育
等6大类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点对点、
面对面的文明实践服务，有效占领农村思想文
化阵地。

目前，荣成市22个镇街文明实践分中心、
140个市级文明实践试点村已全部挂牌。35个
各类基地将重点培植30支文明实践专业志愿服
务队。

信用“有价” 典型引领

1月22日，荣成市人和镇大庄村响起了
欢快的锣鼓。100多名“诚信明星”依次上
台，光荣地领荣誉证书和奖品。连日来，人
和镇40多个村居陆续举行表彰仪式，六千余
名群众受到表彰，并兴高采烈地领取到信用
奖品。

2018年度诚信先进个人获得者、村民张忠
宪高兴地说。“这辈子没得过啥证书，得了这
个奖，我们全家人脸上有光啊！”

2012年，荣成市在全省率先启动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成为国内首个将党政机关、村
居组织纳入征信管理的县市，入选“全国首
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依托信用
建设和“志愿之城”建设的优沃土壤，荣成
把信用当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最有效抓
手和贯穿主线，创新探索出“文明实践+信
用”的特色模式。

为了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荣
成市制定诚信千分制考核的“农村版”。“市
级层面有规定的，原则上使用市级评价标准；
市级层面没有规定的，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制

定村级评价标准。原则就是村村都有一个接地
气、能落地，管用好用的信用考核标准。”荣
成市社会信用中心主任杨丰钊说。翻开各村的
信用标准，不按规定养犬、无序烧荒、收拾垃
圾、参加文化活动等行为都列入扣加分项目，
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对每个家庭、每个
村民都有很强的执行力。

有了完善的评价标准，还得有科学的评
价程序，确保村民加减的每一分都公开透
明，让老百姓服气。荣成市出台了农村居民
信用管理办法，各村居建立信用议事会，配
备2811名采集员，并通过微信群提报、视频
监控抓拍等途径征集信息。按照“采集员征
集—议事会认定—集中公示”的程序，客观
公正地进行评定。

为切实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群众参与感、
获得感、荣誉感，荣成市把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纳入信用管理，根据参与次数、时间等赋予个
人一定的信用加分，把信用评价结果与评先选
优、福利待遇、享受便民服务等挂钩，让守信
者脸上有光、失信者抬不起头。

该市还创新推出村级信用基金，达到一定
的信用分值，可享受相应的信用基金奖励以及
“信用贷”“信用医”“信用游”等86项守信
激励产品，22个镇街设立镇级基金283 . 8万
元，833个村居设立村级信用基金773 . 4万元。
目前，受益群众达8 . 6万人次。

信用管理激发了荣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的开展，夯实了基层党建，起到了凝聚
人心的作用，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村里不好管、管不了的大事小情，都用
信用管了起来。村民参与慈善捐助、环境整
治等公益活动的热情越来越浓，义务工变成
了信用分、志愿者取代了保洁员、献爱心成
为了自觉行动。去年“慈心一日捐”，全市
889个村居都有捐款，平均每村捐3400元，
“清洁家园”行动，全部由妇女义务参与。
信用管理调动起农村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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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荣成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未
来所在。远洋渔业开发、名优水产品养殖、海
洋生物食品等产业在全国均占据重要地位———
水产品产量和渔业经济总收入连续36年位居全
国县级市首位，海洋生物食品产业产值过千亿
元，是中国海洋食品名城。

进入新时代，荣成吃海有“新招”，伴
随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展开，荣成深
入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培植和传统产业升级，
拓展绿色发展空间和开放发展空间，构建现
代化、高质量海洋经济体系，加快向海洋经
济强市转型跨越。

海洋牧场

“玩着”就把钱挣了

每逢节假日，荣成爱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
展厅内，就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电子
沙盘，多媒体影像，世界鲍鱼壳、扇贝壳展
览，VR体验等多样的展览方式与展览吸引着孩
子们的目光；在海洋牧场体验馆，游客们则可
以近距离观察刺参、海鞘、鲍鱼等海产品，深
入了解海洋生物的生长环境及生活习性等海洋
生物知识，探寻大海生命的奥秘。海洋牧场的
出现，是荣成围绕经略海洋战略实现传统渔业
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之一。

随着近海资源的逐渐减少，传统渔业创新
潜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荣成开始积极探索
传统渔业转型升级之路。近年来，荣成以“提
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
动力，大力建设海洋牧场，加快推动渔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全面促推渔业
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市共培植国家级海洋

牧场示范区5家、省级海洋牧场11家，海洋牧场
基地总数居山东省县级首位。2017年，海洋牧
场、休闲渔业收入达34亿元，带动渔民增收6 . 5
亿元。有人说，发展海洋牧场，是玩着就把钱
赚了。

为推动海洋牧场与休闲渔业发展，荣成规
划了北、中、南三大海洋牧场和休闲渔业板
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推行“龙头企业+
合作社+渔户”的模式，通过规范海域使用管
理，实现集聚高效发展。2018年以来，荣成着
力打造的长青、西霞口、成山鸿源3家龙头牧
场，通过示范引领，带动了全市海洋牧场加速
发展。

荣成以“增殖放流+人工鱼礁+藻场移植+智
能网箱”为主要内容，打造各具特色的海上田
园综合体。海上，建设“渔家乐”综合服务
区，大力发展捕鱼、观光、采摘等渔趣活动；
陆地，大力发展海鲜烧烤、海鲜大咖等特色餐
饮。同时，大力发掘渔俗文化，推动海洋牧场
与渔家文化相对接。目前，全市已建设特色渔
村5个，打造了16个传统古村落，开发了烟墩角
湿地生态观光与沙滩宿营体验、东楮岛渔村海
洋文化和渔家风情体验、好当家和西霞口“海
岛寻宝”等几十个特色休闲渔业项目。

荣成市坚持把绿色发展作为基本底线和最
大优势，大力开展增殖放流和生态修复，坚持
近岸牧场减量增收的发展路径，对传统海水养
殖区做“减法”，建设以资源保护为主的生态
型人工鱼礁，有力夯实了海洋牧场、休闲海钓
产业发展基础，打造充满活力的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

深耕远洋

一条金枪鱼值辆宝马车

在山东鑫发渔业集团蓝润金枪鱼加工车
间，刚刚出库的金枪鱼还披着雪霜。趁着鱼体
尚未解冻，工人麻利地进行着分解作业。上
好的鱼肉被切成厚薄均匀的生鱼片，颜色鲜
红的鱼片以克计量装盒保鲜；其它部位的鱼
肉则进入另一套机器，经过腌制、蒸煮，变
成了美味的金枪鱼罐头。该集团相关负责人
告诉笔者，金枪鱼全身都是“宝”，能达到
100%利用，生鱼片和罐头全部销往欧美、日
韩等市场。该集团的金枪鱼捕捞100%回运深
加工，相比在海外出售鱼货原料，价值提升
了十几倍，实现了高附加值回报，一条金枪
鱼值辆宝马汽车的价。

通过深加工海产品，实现产值利润翻倍的
还有泰祥集团的鲅鱼水饺，现已成功进入欧美
市场，成为自主化的国际品牌；赤山集团的嘉
美鱿鱼产品远销欧洲、美洲、澳洲、非洲、中
东等国家和地区，成为亚洲最大的鱿鱼精深加
工基地……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就要把资源禀赋好
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到极致。进入新世
纪，敢为人先的荣成人把目光瞄向大洋，全
力打造面向全球的远洋渔业，远洋渔业已成
为荣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海洋强市战
略的重点，成为实现捕捞业“二次腾飞”的
新引擎，也为荣成海洋生物食品产业崛起打
下坚实基础。

围绕进军远洋，荣成抢抓“一带一路”机
遇，实现近海捕捞向远洋渔业拓展，按照压缩
近海、拓展远洋的思路，推动渔业企业“走出
去”和优势产能转移。到2017年底，全市拥有
农业部远洋渔业资质企业19家，占山东省的三
分之二，专业远洋渔船达317艘，占山东省的
70%以上。远洋作业区域遍布太平洋、印度洋、
大西洋，在建加纳、斐济、乌拉圭、印尼、斯
里兰卡海外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5处，国内沙窝

岛国家远洋渔业基地1处;“荣成农业对外开放合
作试验区”和“俚岛海科中国斐济·渔业综合产
业园”成为全国首批建设试点，基本形成了产
业布局合理、产业龙头集聚、设备技术先进的
远洋渔业产业体系。

如今，荣成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鱿鱼、
金枪鱼、虾类产品、冷冻调理食品和海产罐头
加工出口基地，各种海洋食品端上了世界3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餐桌。鲅鱼、金枪鱼、鱿鱼
“三条鱼”已悄然游成一条完整的海洋经济产
业链，催生出20多个海洋食品、海洋保健品、
海洋生物药品等规模化精深加工企业群体，
“捕全球、卖全球”的格局正在形成，走出了
一条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相串联的效益倍
增之路。

科技兴海

海带从吃整根到吃细胞

威海世代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荣成海
带为原料生产的海藻生物肥大田实验取得成
功，受到当地种植大户的青睐。“我们的海藻
生物肥主要是以荣成海带为原料，是国内首家
使用生物酶解专利技术提取海带营养成分的海
藻生物肥，绿色无污染，抗旱、抗逆等功效非
常好，马铃薯不但长势好，而且产量高。”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荣成，像世代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
用“海洋生物+科技”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
还有许多。不管是以海洋生物研发为基础，生
产深海鱼油、DHA微粉、鱼皮胶原蛋白肽等高
新技术海洋生物产品的鸿洋神集团，还是以鲜
海带为基础原料，利用海带低温重组技术生产
海带食品的海芝宝公司，都是荣成市科技兴海
的一个缩影。

科技力量的投入，促进了荣成海洋科技产
业的繁荣发展。近年来，荣成市坚持龙头带
动，坚持抓特色、扩两端，发展药食同源、特
医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着力推动海洋食品加
工向海洋生物科技转型，构建起全国最大的海
洋食品产业集群，跻身中国产业集群50强。目
前，荣成的海洋食品加工形成了十大系列1400
多种产品，主要包括：冷冻调理食品、海藻食
品、海洋休闲即食产品、海洋生物保健制品等。

在威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里，来自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教授姜国
良正带领他的团队，进行南极鳞虾油提炼实
验。“我们团队已经实验成功用新鲜的南极磷
虾提取磷虾油，提取装置就在高新园的‘梦工
厂’里面。提取出来的磷虾油可以达到保健品
或医药品的级别。”姜国良高兴地说道。

威海（荣成）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是推动
荣成市海洋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的载体和引擎。
今年以来，作为科技部第七批国家级农业科技
园区、全省唯一一处以海洋生物科技为主题的
特色园区，园区充分发挥海洋科技、海洋产业
先发优势，聚焦海洋生物产业，大力引进海洋
功能食品、高端海洋药物、海洋新材料等高端
引领型项目，在推动产城融合建设、创新体系
搭建方面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依靠科技，山东荣成已培植起海洋生物制
品、海洋生物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三大产业
集群，研制生产出海洋食品、海洋保健品和海
洋生物药品的等高端产品。达因制药、奥萨制
药分别被列入山东省、威海市新旧动能转换项
目库，荣成海洋生物食品生产技术国际国内
领先，跟进海藻纤维开发、贝藻人工骨骼3D
打印等多项产品填补了国内外行业空白，是
国家级海洋功能食品加工科技兴海示范基地、
全国海带加工示范基地和中国海洋保健食品开
发示范基地。

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培植和传统产业升级，加快向海洋经济强市转型跨越———

荣成：渔业第一市，吃海有“新招”

“党建+信用”

引领村庄治理新模式

□彭辉 李钟芸

每天早上天不亮，荣成市王连街道东岛刘家村
的32名党员志愿者就走上街头，赶在村民出门之前
把村庄卫生收拾干净。2018年，东岛刘家村党员带
头成立环卫、理发等志愿者服务队，全面取消了保
洁员，每人认领责任区，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拆违治
违、环境整治等工作中，累计有3500多人次参加志
愿活动，清理鸡舍等600多处，节约开支20多万
元，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东岛刘家村发生了变化，正是荣成市推行“党
建+信用”管理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发挥党支部、
党员的先模作用，荣成市将党员教育管理和信用体
系建设结合起来，推行“党建+信用”管理模式，
制定了针对党支部、党员的考评办法，每个村党支
部牵头成立信用领导小组，建立起信用档案，每月
采集公示征信信息，并把信用评价结果与福利待遇
挂钩，党员群众根据积分多少兑换福利，还开发了
107项守信激励产品，开展信用激励。活动开展以
来，涌现出东山街道崮山前、王连街道东岛刘家、
崂山街道地宝圈等一大批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突出的
优秀典型，光村级环境卫生管护这一项，就有89个
村的保洁员由党员志愿者替代，形成了支部牵头、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村级治理体系。下一步，荣
成市将在积分考评、结果运用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提
升“党建+信用”管理模式，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整治党员干部

和公职人员酒驾行为

□彭辉 孙艳丽

近日，荣成市下发专门通知，在全市深入开
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专题教育整
治活动，通报典型问题，对去年以来酒驾醉驾党
员名单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要求时刻紧绷“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这根
弦。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项检查组，强化监督检
查，快查严处酒后驾车等顶风违纪违法行为。对
责任落实不到位、酒后驾车行为屡禁不止的，严
肃进行问责，持续推动全市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向上向善。

天鹅游

成为荣成冬季旅游新宠

□彭辉 杨青

现如今，冬季到荣成看天鹅已成为许多人的旅
行选择。位于黄海之滨的荣成市，素有“中国大天
鹅之乡”的美誉。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成千上万
只大天鹅，陆续从西伯利亚等地飞来，越冬栖息。
“大天鹅进城”，与城市相映成趣，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近年来，荣成越冬的大天鹅数量已达1万多
只，分布在烟墩角、天鹅湖、樱花湖、桑沟湾城
市湿地公园、石岛湾等区域。仅到“天鹅村”烟
墩角社区观赏大天鹅的游客每年就多达10万人
次，其中不乏摄影爱好者、绘画爱好者等。看天
鹅、写天鹅、画天鹅、摄天鹅成为荣成旅游亮
点，带动了荣成冬季天鹅游热潮。据统计，去年
荣成旅游持证住宿人数达到127 . 63万人次，同比
增长16 . 84%。“冬季天鹅游已经成为荣成旅游新
业态的新亮点，极大拉动了荣成旅游业的发
展。”荣成市文化旅游局负责人说。

荣成市年仅7岁
的小小文化志愿者参
加百岁老人公益行活
动，在炕头上为老人
表演戏曲《新女驸
马》。

□摄影：王洪大

精准服务为主抓 志愿组织为主体 信用建设为主线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荣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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