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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的鱼类、活蹦乱跳的虾、个大味
美的螃蟹……开海后的海鲜市场品种一
下子丰富了起来，鲜活的本地海鲜受到

“狂热”追捧。记者走访烟台九田国际水
产品市场发现，尽管开海以来部分海鲜品
种价格未降反而略涨，但仍然挡不住市民

“买买买”的热情，鱼、虾等品种更引来大
规模囤货。预计临近“中秋”“十一”双节，
海鲜价格仍将保持坚挺。

“小鲳鱼15块两斤。”“当地偏口，就是
新鲜，回家一炖，绝了。”早晨6点，九田市
场人声鼎沸，特别是水产品区域，更是人
挨人，人挤人。

“开海之后人就一直这么多，周末客
流量格外大。”一家主营批发螃蟹的摊位
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卖海鲜的两口子
一个称秤收钱，一个随时补货，忙得不可
开交，男摊主回应了记者的一句提问就被
人催着去称重了。

开海之后，市场上新鲜鱼类多了起
来，鲅鱼、刀鱼、鲳鱼、偏口鱼、黄花鱼、红
头鱼、狼牙鳝满足人们不同口味的需求。
记者在一家卖杂拌鱼的摊位前，看到各种
鱼类在摊位上还活蹦乱跳的，想抓到袋子
里上秤都要费点工夫。在个别摊位上，还
有新鲜的墨鱼和张牙舞爪的巴蛸，由于量
少，所以供不应求。

摊主王女士主要经营当地虾和贝类，
她告诉记者，这个季节，虾、贝类和螃蟹上
市量相对较大，“秋风凉了，海鲜也好吃。
虾肉紧实弹牙，有人都几十斤几十斤地买

回家存放。”王女士说，南方开海比烟台
早，所以前段时间，市场上多数是南方螃
蟹，最近几天，烟台开海后，出现了本地螃
蟹，中秋节前后，本地螃蟹上市量和肥美
度都会上一个台阶。

开海后，海鲜价格怎么样？记者从市
场管理方了解到，本地鲜活海鲜的价格相
对平稳，部分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略
涨。

时下，螃蟹价格相对较高。摊主老董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螃蟹价格一直不低，
在今年春天，飞蟹价格甚至飞涨至每斤一
百多元。随着南方开海季的到来，南方飞
蟹补充到本地市场，拉低了蟹价，但最近，
螃蟹价格又有所抬头，市场价格普遍为每
斤四五十元钱，精品蟹的价格则要更高。

“螃蟹涨价的主要原因还是本地蟹量少。”
老董说。

相比螃蟹来说，鲍鱼就相对便宜多
了。记者在一家水产店看到，七八个头的

鲍鱼一斤42元左右。业内人士表示，九
田市场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鲍鱼批发集
散中心，鲍鱼年交易量达千万斤以上，规
模效应也是鲍鱼价格偏低的原因之一。

记者了解到，海鲜价格主要根据上市
量，量大价格就低，量少自然水涨船高。
业内预计，随着中秋和“十一”双节临近，
海鲜价格仍将保持坚挺。

随着休渔期的结束，各种海鲜“火爆”
了烟台人的朋友圈。市场上鲜活的海鲜
也触发了老百姓的购买热情。

“给我称六斤螃蟹。”“这虾来二百块
钱的。”在九田市场内，不少人购买海鲜都
以“百元”为计量单位，张女士在三处摊位
买了大小不等的巴蛸、贝类和狼牙鳝。张
女士告诉记者，她每年开海后还有封海
前，都会囤不少鱼，“冰箱冷冻层至少有一
层半用来存储海鲜了，今年开海后小狼牙
鳝便宜，才4块钱一斤，炒个辣椒新鲜味
美，多买点晒干包包子也不错，老烟台人
都这么吃。”

市民季先生和妻子逛了一圈市场后
收获颇丰：虾、巴蛸、偏口鱼，还有两斤蚬
子。“受疫情影响，今年没怎么好好吃海
鲜。现在开海了，可得好好饱饱口福。”

记者了解到，开海季，大量上市的本
地鲜活海鲜引发市民“报复性消费”，一些
定价相对偏低的海鲜摊位甚至出现“抢
购”热潮，烟台市民对于当季“一口鲜”的
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记者 仲江铃 摄影 王力

近日，共青团山东省委的研究决
定，建设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被授予2017—2018年度山东省“青年
文明号”称号。为表彰先进、树立典
型、再创佳绩，9月8日上午在分行营
业部隆重举行中国建设银行烟台分行
营业部营业室“青年文明号”揭牌仪
式，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楚孔用副行
长、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离退休人员管
理部刘昌伦总经理、建设银行山东省分
行团委夏颖书记、建设银行烟台分行王
谦明行长、共青团烟台市委王杰副书
记、建设银行烟台分行隋学海副行长、
王勋高级客户经理、于万军高级客户经
理等相关领导出席此次揭牌仪式，分行
青年员工代表一起见证这一时刻。

位于黄海之畔、烟台山下的建行
烟台分行营业部，是中国银行业千佳
网点。近年来，在分行党委的正确领
导下，营业部以灯塔文化为指引，积
极争做支持经济建设的排头兵、普惠

金融的践行者、转型创新的领跑者、
文明服务的示范者，先后荣获全国巾
帼文明示范岗、全国金融系统工会之
家、总行五星级网点、2018年度中国
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
等称号。此次被命名为山东省“青年
文明号”称号，更是为分行文明建设
及内部管理工作书写厚重的一笔。

“青年文明号”是以青年为主体，
在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创建的
体现高度职业文明、创造一流工作成
绩的优秀青年集体。建设银行烟台
分行营业部是直接面对顾客服务的
窗口。多年来，分行一直以“青年文
明号”创建工作为依托，以“敬业、协
作、创优、奉献”为出发点，不断创新
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共青团烟
台市委王杰副书记说，建行烟台分行
营业部营业室被命名为 2017—2018
年度山东省青年文明号称号，这不仅
仅是一块招牌，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压

力。希望建行烟台分行营业部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切实将文明号打造成为
青年职工建功立业的一个平台，展示企
业形象的一个窗口，在服务国家、服务
青年、服务社会中永葆青春魅力，让青
年文明号旗帜绽放更加耀眼的时代光
芒。希望建行烟台分行广大青年职工
以这次授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青年团
员的朝气活力与争先带头作用，努力成
为追求职业理想、践行职业道德、争创
最佳业绩、积极服务社会的榜样标兵，
为实现烟台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年来，建设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
积极响应共青团山东省委创建“青年文明
号”的号召，紧紧围绕“岗位建功、实践育
人”这一目标，积极引导青年员工立足本
职岗位，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将“青年文
明号”创建活动与业务发展紧密结合，不
断提升服务意识、服务水平的同时，也有
力地推动了各项业务的发展，为支持地方

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建设银行烟
台分行王谦明行长在揭牌仪式上致辞，他
指出，分行营业部的青年员工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政治素质好、职业道德好、服务
技能好、工作作风好、岗位业绩好的先进集
体的内涵，彰显了建行青年蓬勃的青春力
量，获评省级青年文明号，既是对过去工作
的肯定，也是对今后工作的激励和鞭策。

揭牌仪式后，领导们一行参观烟
台分行营业部，并对分行团委建设等
听取汇报。

今后，建设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
营业室将以这次荣誉为起点，充分发
挥“青年文明号”示范带动作用，拓展
创建领域，加大创建力度，从强化管
理、创造业绩、提升服务、培育文化、
培育人才等方面深入做好青年工作，
团结凝聚广大青年员工立足岗位，争
先创优，为实现“建行梦”、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通讯员 许荣娟 林莎莎摄影报道）

建设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荣获“青年文明号”称号

开海后，九田市场海鲜备受追捧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水果大棚，
走出一条产业脱贫之路。”驻海阳徐家店
镇上马山村第一书记孙晓梅提出的发展
计划让地理位置偏僻、发展乏力的贫困小
山村有了发展方向。

“我来这里是为了帮老百姓脱贫致
富。这是我给组织、更是给乡亲们的承
诺！”两年多时间，孙晓梅和村“两委”协调
150多万元资金，改造了村基础设施，修建
了凉亭、牌坊，硬化了村内主街和上山路，
同时，又借势“娘家”单位——烟台市工信
局拉来了250余万元帮扶资金，新建了13
个高标准的水果设施大棚，种上了草莓、
蓝莓、大樱桃。贫困的山村有了脱贫攻坚
的“致富果”，集体经济一天天强起来，原
本的破村旧村，如今已是旧貌焕新颜。

上马山村的蝶变是海阳众多第一书
记帮扶工作的缩影，也是第一书记履职台
账承诺在海阳广阔农村的生动实践。为
推动乡村脱贫攻坚，烟台市选派了6名第
一书记到海阳市开展驻村工作，海阳市从
机关事业单位抽调了78名业务能力强、熟
悉基层工作的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队员，全面参与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各项工作。第一书记承诺不仅只
是挂在台账上，更是落实在行动上。今年
以来，他们围绕加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等重点工作，规划了339项年度驻村承诺

事项，总投资达7100余万元。
“这339项驻村工作任务是第一书记

年内开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重
要载体和平台，我们通过周调度、月观摩、
季度公开评比等有效方式，推动第一书记
高质高效地兑现完成承诺事项。”海阳市
乡村人才振兴服务中心主任李晓霖说。

8月27日，在龙山街道潮外村举行的
现场观摩交流会上，潮外村第一书记于庆
友介绍说，潮外村独特的水质、土壤环境
非常适合黑斑蛙特色养殖，2019年村里联
系湖南岳阳一家青蛙养殖公司搞试点合
作很成功，今年通过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的方式，建设了30亩养殖基地，规划了
90多个养殖区，每亩地纯收益超过了1.3
万元。密密麻麻的黑斑蛙不久就能“蹦”
入市场，这将给村庄和合作社带来可观的
收益。

潮外村致富路上的“蛙声一片”，着实
给了现场的第一书记们不少感触。“定期

观摩交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地学习、交
流工作成果的机会，更拓宽了我们因地制
宜发展村庄特色产业的思路。”驻行村镇
周家庄村第一书记孙晓阳说。

据了解，这已不是海阳市第一次组织
第一书记实地观摩。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后，海阳市便划分东、西、南、北四个区
域，每月组织第一书记开展一次观摩参观
学习，搭建起了第一书记比学擂台。发城
镇栾家村种植香椿600亩，留格庄镇民生
村建设苹果苗木基地260亩，二十里店镇
邵伯村新建软枣猕猴桃200亩，小纪镇苗
家沟村建设以丹参和艾蒿为主的中草药
基地200亩，徐家店镇下马山村发展大樱
桃100亩……现场观摩会让不少第一书
记找到了破局困境的思路。

“今年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重点围绕
‘产业发展有新方向、生态环境有新变化、
农村改革有新活力、为民服务有新举措’
四个方面开展，第一书记已成为海阳农村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领头
雁。”海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涛说。

在做好扶贫攻坚工作的同时，第一书
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用心
用情搞好民生项目，13个村第一书记组织
贫困户、村民、党员去镇级卫生院开展了
集中查体活动，8个村开展了电网和线路
改造，还有5个村安装了纯净水系统。一
系列民生工程落地建成，群众的幸福指数
和健康系数不断提高。

海阳市历来都有市直部门、首席代表
和第一书记驻村帮扶村庄发展的成功经
验，2015年“五包五联”专项驻村行动让很
多村庄组织建设规范了，集体经济变强
了。在2018年新一轮驻村工作中，海阳
市建立起“严管+厚爱”的工作机制，在市
委组织部、市乡村人才振兴服务中心设立
了第一书记联系服务窗口，专职负责第一
书记日常管理、宣传推介、服务保障、年度
考核等工作。

“我们不定期开展明查暗访，将驻村
工作纪律、履职尽责情况与考核、补助等
挂钩，并且实行双向反馈机制，定期将第
一书记工作情况反馈给镇区街道和派出
单位。”据李晓霖说，为了让第一书记们没
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驻村工作之
中，海阳市还为第一书记落实了工作经费
和驻村生活补助，并办理了综合保险。

“千条理，万条理，脱贫致富才是硬道
理，我们创新第一书记管理和服务，就是
为了激发他们作为‘第一责任人’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为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
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海阳市委书记刘
宏涛说。

如今，在海阳广袤的农村土地上，84
名第一书记沉下身子，甘当基层“领头
雁”，不辞辛劳，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半年时间内，第一书记招引帮扶资金
1700万元，完成驻村民生项目188个，发
展产业项目40余个。农村基层面貌日新
月异，喜看稻菽千重浪，风景这边独好！

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员 姜长雨 高永明 宫钦钊 摄影报道

半年时间内，海阳市84名第一书记招引帮扶资金1700万元，完成驻村民生
项目188个，发展产业项目40余个——

书写乡村脱贫攻坚“精准答卷”

昨日，在海阳市乡村人才振兴服务中
心，记者看到了一本第一书记驻村承诺项
目工作台账。台账里对海阳市84名第一
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队员承诺为包帮村待
办的事项记录得非常清楚，有内容、有要
求、有时限。厚厚的台账中，每一页、每一
项都记录着驻村第一书记和包帮村庄勠
力同心、共谋发展的奋斗历程。

海阳市上马山村第一书记孙晓梅正在采摘草莓海阳市上马山村第一书记孙晓梅正在采摘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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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琳 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今年以来，莱州
市驿道镇始终将“双招双引”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通过搭建人才科技
平台，聚焦产业发展，依托格林农业合作社建成大樱桃“丝绸之路”新
品种培育省级示范基地，邀请格鲁吉亚院士及其工作团队建设费现、
张扬两个千亩级大樱桃繁育基地。近日，驿道镇海外院士工作站正
式授牌。

工作站旨在为有志到驿道从事农业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
成果转化的高端人才搭建平台，引进国际一流水平的院士和海外研
发团队，实现“引进一名院士，带来一个团队，落地一批项目”的连锁
效应。该院士工作站的成立，将助力该镇在农业产业上不断做大做
强，为发展绿色农业产业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驿道镇将着力打造
以服务本地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人才综合性服务平台，努力为农
业产业发展提供完整的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等综合配套
服务，成为莱州市一流的农业产业生产基地，擦亮“大樱桃繁育基地”

“大姜种植基地”“农业畜牧小镇”等金字招牌。

莱州驿道镇成立
海外院士工作站

初秋时节，穿行在牟平区水道镇山前
村，一条条水泥路整齐通达，一座座农院精
致温馨，一张张笑脸洋溢着幸福，无不彰显
着村里的“精气神”。

近年来，山前村在水道镇乡村振兴服务
队的全力帮扶下，秉持“支部有作为，党员起
作用，集体增收入，群众得实惠”的方针和目
标，积极促进产业与文化并重，经济与生态
共进，昔日的贫困村一跃成为脱贫致富奔小
康、支部建设立标杆的示范村。

党建引领

打造高品质花生种植示范区
组织强则乡村兴。山前村统筹谋划、积

极行动，坚持内外兼修，以党建促乡村振兴，
与乡村振兴水道服务队密切配合，不断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019年，山前村党支部书记王君仕带
领“两委”一班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带领村
民成立了“烟台市南小洼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通过“党支部+合作社+科研院所+企
业”的发展模式，打造高品质花生种植示范
区，推广济薯26种植，形成由选种到出口的
一条龙全产业链。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一步调动了广大
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也激发
了外出农民工返乡种植大棚的热情。在增
加收入的同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还助力脱
贫攻坚，用合作社收入中集体资产部分帮扶
贫困户，在合作社中设立扶贫工作岗，保证
每人每年1500元的收入，使本村贫困户赶
上村庄的致富“快车”。

生态优先

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标准村
以生态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山前村

绿水青山的宜居环境，乡风淳朴的人文之
地，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也是支撑乡村
振兴的重要“软实力”。

2019年，山前村圆满完成了“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标准村”创建工作，对村内500平
方米集体活动场所进行了改造，对13000平
方米墙体进行了粉刷，打造了特有的村庄内
红色文化长廊。为方便群众生活，解决生活
用水污染问题，他们统一修建了洗衣坊，全
天候无间断供水，最大限度保证洗衣污水统
一处理。村里出资统一修建村民车库，保证
村内农用车辆得以安放，改善了村内乱搭乱
建情况。同时，山前村在全镇率先完成“户
户通”工程任务，实现本村通户道路硬化，达成了农户们期盼已久的愿
望，老百姓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如今的山前村环境更美了，设施更全
了，老百姓生活更舒适了。

乡风文明

建设红色展馆丰富精神生活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山前村建设了“牟平区第一个党支部”红色展馆，成为“牟平区第

一个村级党支部纪念馆”；在此基础上，该村加强了对村内文化娱乐设
施的规划建设力度，新建党员活动室3间，计生服务室2间，农家书屋1
间，共有图书2000册。他们还积极开展村民文化活动，组建村民广场
舞队伍，参加各种比赛展演，全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极大丰富了村民
的精神生活。

下一步，山前村将借助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同镇党委、水道服务队
一同积极作为，高标准建设生猪养殖大棚2个，打造“牟平区第一个农
村党支部纪念馆”区级主题馆，硬化山前村至南台村的道路，投资种植
鲁蒙1号金银花20亩、花育955花生70亩、烟薯25和济薯26地瓜60
亩、玉米50亩等优质产业，书写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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