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3261辆国产商品车和工程机械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装船准
备出口。近年来，山东港口烟台港不断完善航线布局，集公、铁、水
多种运输为一体，货源聚集效应明显，已成为全国第三大商品车外
贸出口口岸。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狄秀雯 摄

装船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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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芝罘区拾绘纪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进行举办者变更，原来的举办者为钟
琳、于达勇。本公司没有债权债务纠纷，
特此声明登报告知。
烟台市芝罘区拾绘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2日

债权债务公告

“要想吃好饭，围着福山转”。2020年
10月23日上午9:30，“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烟台‘鲜’的七次方”之烟台“馅”儿实
播活动，将带您走进“鲁菜之乡”——山东
省烟台市福山区的权家大娘面馆，山东省
非遗文化传承人权福健亲手操作包“鲅鱼
馅儿”和“三鲜馅儿”的饺子，以此为起点，
与您分享美食，品味人生，寻根溯源鲁菜
文化。

“选一条鲜活的鲅鱼，剔除鱼骨，片
下两片鱼身，用汤勺轻轻刮下细嫩的鱼
肉，就可以调馅儿了。”权福健一边讲解，
一遍操作，眼看碗中鱼肉馅由少变多，他
倒入葱姜水开始手工打馅，把葱姜的味
道渗透在鱼肉里，匀速搅拌……接下来，
他擀皮裹馅，水饺包好了，锅里的水也烧
得沸腾起来，水饺下锅烧开，点三次冷水
后，出锅装盘，鲜美的鲅鱼水饺就端上了
餐桌。用筷子夹起水饺一口咬下去，一
股浸透内心的感觉触动你的味蕾，一个
字：鲜！细细品那个鲜字里边的滋味，还
是一个字：美！

美丽的黄海之滨、山东半岛东部，有
一座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烟台，福
山就在这里。福山区交通便捷，地理位置
优越。现辖5个镇、3个街道、2个省级园
区，40个城市社区，326个行政村，人口35
万，总面积705平方公里。

福山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
富。北临黄渤海，水产品富足，质地优良，

鲅鱼、黄花鱼、偏口鱼、海参、鲍鱼、大对
虾、干贝、海蛎、海蛏、海肠等海珍品和小
海味品种、品质名动海内外，为“鲁菜之
乡”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福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早
在七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是
东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诗经》中有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和“炮鳖脍鲤”等
记载，这表明当时的齐鲁之地已经以烹
制水产品而著名，现在鲁菜厨师善于烹
制海鲜水产，与此有着深厚的渊源关
系。

早在春秋时期，“其民食鱼而嗜咸”就
奠定了福山鲁菜以咸鲜为主的基础。传
说秦始皇时期，鲁菜“翡翠虾环”被端上帝
王餐桌。明朝时期，鲁菜进入宫廷王府，
成为御膳支柱。清朝时期，福山菜风格基
本形成，并逐渐成为鲁菜的杰出代表。

悠久的烹饪文化传统，广泛的社会饮
食文化基础，雄厚的烹饪技术力量，极大
地推动着福山餐饮业长期快速的发展，并
使之逐步达到了鼎盛时期。

“北方菜的鼻祖”“中国四大菜系”之
一的鲁菜，对中国饮食文化起到奠基作
用。如今，福山区为推动鲁菜发展，陆续
编制修订了42个鲁菜标准，福山区委书
记、区长亲自上阵，强力推进鲁菜的发
展。历来经济领先、商业繁荣、水陆交通
发达的福山，往来客商云集。

现在北京、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
国内城市，香港、台湾地区，乃至日本、韩
国、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家都有福山
人经营的鲁菜名店。如今，32个国家和
地区均有福山人开的饭店。小小的鲁菜
不仅带动了福山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还走出国门，把中国文化、中国自信推向

了世界。
近期，我市围绕“仙境海岸 鲜美烟

台”城市品牌，“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等内
容，以“先”“贤”“闲”“仙”“蟹”“馅”“鲜”等
为主题，集中开展“烟台‘鲜’的七次方”系
列展示活动，实现了“强国直播”活动常态
化，全方位展示了烟台良好的对外城市形
象，树立了我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鲜
明活动宣传品牌。其中，“烟台‘鲜’的七
次方”之烟台“馅”儿主题实播活动，以鲅
鱼馅水饺，引出福山区围绕饮食文化建
设，积极打造山东鲁菜之乡的新风采，展
现“鲁菜之都”烟台鲜明、精湛的城市风格
另一面。您可以打开“学习强国”APP，在
上方菜单栏中点击“实播中国”，进入实播
画面。敬请期待！

YMG全媒体记者 权立通 摄影报道

“烟台‘鲜’的七次方”实播走进“鲁菜之乡”福山

品味“鲅鱼馅”水饺

昨日，“创意未来·引领港城”2020烟
台首届职工文化创意大赛颁奖典礼暨
2021筹备会启动仪式在1861国家广告创
意产业园举行。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大赛
自7月16日开展以来，累计收到全市职工

和广大文创作品设计者的作品500余副，
初审筛选出100余副进入复赛，最终48余
副作品入围评审。经过历时三个月初审、
复审和最终评审，大赛圆满收官，成为全
省首次以职工创新创意为主题的文创赛
事。

此次大赛聚焦“文化旅游、职工党建、
工业设计、农产品及海洋经济产品设计”
四大类，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征集了具有烟
台地域特色、体现烟台文化并能转化为生
产力的优秀文创产品。

在位于1861国家广告创意产业园一
楼大厅的获奖作品展览区，各类琳琅满目
的文创产品极富想象力和文化魅力，吸引
了参观者的目光。

“这次赛事涌现出了不少职工的奇思
妙想，获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职工的匠心
和设计能力。大赛作品，很好地诠释了烟
台地域特色、烟台城市文化，并涌现出很

多转化为生产力的优秀文创作品。”市总
工会副主席王文仁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大赛由烟台市
总工会、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芝罘区总
工会、芝罘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
1861创意产业园区协办，烟台文创组委
会承办，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职工文化创
意大赛。下一步，市区两级总工会将联
合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烟台职工文创
产品的落地，让更多更好的“烟台文创”
变成生产力，影响烟台，走向全国。在人
才培养方面，市总工会将启动“烟台职工
文创营”暨“烟台职工文创人才未来成长
计划”，通过赛事平台深入挖掘、发现、培
养一批创意人才。同时，建立文创人才
库、开展文创人才见面会、青年职工文创
沙龙等内容。

烟台职工文创作品大赛是全省首次
以职工创新创意为主题的文创赛事，开创
了职工参与文创作品设计并使其转化为
生产力的先河。大赛以推进“烟台特色旅
游”、搭建“党建文化平台”、助力“乡村振
兴和海洋经济”、树立“烟台工业品牌”为

核心定位，全面展现了我市职工在文化创
意产业和加快全市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
要作用，搭建了文化创意与产业需求之间
的沟通桥梁。

2021年，我市将举办第二届职工文化
创意大赛，市总工会将联合更多的部门、
单位和企业，发动更多的职工参与到文创
大赛中。同时，还将面向全国征集体现烟
台特色、讲好烟台故事的文创作品，广泛
挖掘和培育烟台职工文创人才、文创项
目、文创企业，促进烟台职工文化创意的
传承弘扬，为城市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李云强 摄影报道

烟台首届职工文化创意大赛收官，将启动职工人才培养计划——

让“烟台文创”成为生产力

十月的牟平王格庄，苹果满枝，一路
芬芳。

2018年，牟平区王格庄镇王格庄村
被列入市级贫困村。脱贫攻坚以来，各
项政策惠及这个小山村：在蓝天控股和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帮扶下，黄金夼
上修起“蓝天路”、撂荒地建起樱桃棚、贫
困户看病有保障……

这个偏居牟平西南角的小山村，正
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燃烧着脱贫致
富的希望。

用好扶贫政策提升基础设施

紧邻烟海高速，大沽头河穿村而过，
现有土地上千亩。坐落在镇政府驻地的
王格庄村，坐拥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
便捷的交通条件，为何还是贫困村？

“别看土地多，全是山峦丘陵，几乎
没有平地。村里没有集体收益。”村“第
一书记”崔洪明很无奈。因为集体收入
少得可怜，村庄建设拖了后腿，未来发展
也让人绝望。“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
泥。”崔洪明在村工作三年，对村子有更
直观的感受。2018年，他刚到村里，村委
会连个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村里的
路大都是土路，自来水更是每天限量供
应1小时。

脱贫攻坚以来，我市统筹各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6.5亿元，重点向“332”扶
贫工作重点县镇村和277个省扶贫工作
重点村倾斜，支持扶贫工作重点村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脱贫攻坚的政策红利也惠及到王格
庄村。有了政策、资金支持，王格庄村强
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路面硬化，道边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自来水24小时候不
断流，村民旱厕全部完成改造，还建起了
可容纳全村58名党员的党员活动室，居
民文体活动广场也即将完工……村容村
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一条“蓝天路”，打通致富路。通往
村东北角黄金夼果园的道路坑坑洼洼、
泥泞不堪，扶贫单位蓝天控股和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帮忙完成硬化路，如今
平坦宽敞。一辆辆农用车带着脱贫致富
的希望，向山顶上百亩果园驶去。

4亩撂荒地建起扶贫樱桃棚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没有产业，没有经济上的稳定后续来源，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脱贫攻坚以
来，王格庄村“两委”在上级和帮扶单位
的帮助下，从强村和富民“双赢”的角度
出发，不断探索发展新路子，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

走进王格庄村委会南侧百米长的樱

桃大棚，一个绿色世界映入眼帘。4个樱
桃棚占地约4亩，以前是村民的撂荒地。
村党支部流转土地后，在帮扶单位蓝天
控股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帮扶
下，总投资106万元，邀请市农科院樱桃
所设计了密集型樱桃大棚，两个留给村
集体，另外两个对外招商引资。

王华涛说，去年合作社在大棚里共移
栽了386棵纺锤形樱桃树苗，预计明年就
能坐果。“撂荒地流转后每年给村民增加
了2800元收益，而且锄草、授粉、打药需
要相当多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
村民增收。”王华涛说。最重要的是，围
绕樱桃大棚，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村
里已经有了目标：近期围绕樱桃大棚和
棚外的苹果园，发展采摘游；中期依托南
面的水塘，修建娱乐设施；远期综合果
园、水塘和邻近的鼓地山，发展小型农业
综合体。

“到时候漫山遍野是红叶，树下养上
跑山鸡、山羊和大鹅，发展综合旅游一定
能吸引游客。”王华涛畅想道。

残疾贫困户看病不发愁

贫困残疾人是困难群体中的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在增收、看病、照护等方
面存在迫切需求。

“吃穿不愁，就愁看病。”81岁的王风竹

股骨头坏死，常年拄拐，行动不便。王格庄
村共有贫困户18户，其中因病致贫7户、因
残致贫11户。而全镇5个市级贫困村283
户贫困户，也大多是因病和因残致贫。

“缺少或丧失劳动能力是我们镇贫
困人口的显著特点，所以对他们来说，首
要就是‘两不愁三保障’，尤其是基本医
疗。”王格庄镇扶贫办主任王爱美说。针
对于此，我市对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户
应保尽保。

打开王风竹的家庭收入核实表，财
产性收入、生产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
入、转型性收入总计达到12275.6元。其
中，残疾人生活补助1200元、残疾护理
补贴960元。

“除了基本医疗外，我们还额外给这
些老人购买了扶贫特惠保险，作为商业补
充保险。”王爱美说，在政策范围内个人住
院医疗费用和慢性门诊费用，经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
医疗救助等补偿后，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按
80%再给予补偿。这也意味着，残疾人贫
困户住院看病，基本全部报销。

王风竹对家庭医生和第一帮扶责任
人也很满意：“家庭医生定期到家查体。
需要去医院，给帮扶责任人打个电话，开
着车就来了。”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爱美 小娱

牟平区王格庄村集体产业旺，贫困户保障强，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改变贫困面貌——

发展有思路 山村有出路

厨师在做菜。

鲁菜菜品。

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
彩云 通讯员 张雪林）记者10月
22日从市城管局排水服务中心套
子湾污水处理厂获悉，改变依靠人
工调控运行的传统做法的污水处
理智能化系统改造项目已经启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城市污水处理量逐渐增大，环
保政策日益严格，对污水处理厂出
水水质的要求不断提高，污水处理
成本也随之逐渐增加。严峻的形
势对套子湾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
理及生产工艺动态调控水平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如何解决保
障出水水质稳定达标和节约生产
成本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以往
大部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调控主
要依靠人工经验，达不到精确调控
的要求，不利于污水处理运行管理
和成本管控。因此，套子湾污水处
理厂拟实施智能化系统改造，改变
依靠人工调控运行的传统做法。

该项目的核心是以套子湾污

水处理厂实际生产运行为基础，搭
建具有针对性的污水处理数学模
型。该模型能够与现有的中心控
制及在线系统集成，动态实时模拟
污水处理的实际运行，可以预测运
行参数及出水水质变化、提供运行
调控解决方案和生产预案，从而优
化药剂投加、设备运行控制等管理
措施，为运行管理人员提供决策建
议和依据。

该项目已于近日完成项目招
标，计划建设周期为6个月。项目
实施后，预计吨水碳源投加量比
2020年度降低5%以上，有效节约
生产成本，在保障出水水质稳定达
标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运行优化。

套子湾污水处理厂实施智能
化改造，是现阶段污水处理厂进一
步提高出水水质、节能降耗，实现
整体运行优化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同时也是污水处理技术进步和行
业发展的趋势，具有较好的行业示
范作用和应用推广价值。

套子湾污水处理厂
智能化系统改造启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
晓阳 通讯员 宋芸）为建立退役军
人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加强退
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退役军
人牢固树立“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理念，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坚定干
事创业信心。近日，牟平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在杨子荣纪念馆挂牌设
立烟台市首批退役军人思想政治
教育基地。

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位于“全国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
的故乡——牟平区文化街道嵎岬
河村，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
将亲笔题写馆名。建筑面积4965
平方米，由追思大道、杨子荣雕塑、
思源之路、纪念广场、纪念馆等五
部分组成，先后被确定为山东省党

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山东省
国防教育基地和胶东党员干部理
想信念教育基地。

杨子荣烈士纪念馆作为退役
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持续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引导全市
广大退役军人牢记“根”和“魂”，激
励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保持军人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在牟
平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新贡献、
弘扬正能量、谱写新篇章。

牟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
人表示，牟平区将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
弘扬英烈精神和红色文化，做红
色基因的传承者、践行者、传播
者，积极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和保
障工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
晓阳 通讯员 郭云雷）为响应“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的号
召，22日下午，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市慈善总会在飞鸿集团、丰金
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烟台
市关爱老兵慈善公益基金”，基金
规模为100万元人民币，首批注入
基金40万元，用于定向关爱烟台
市域内的困难退役军人、参战老
兵。

启动仪式上，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和市慈善总会签订了“烟台市关
爱老兵慈善公益基金”协议书。飞
鸿集团、丰金集团分别捐资20万
元，首批共 40 万元注入公益基
金。

烟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
长周喜讯、烟台市慈善总会秘书长
赵东丽共同为“烟台市关爱老兵慈
善公益基金”揭牌。现场，飞鸿集
团为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代表
进行关爱基金发放。

“此次募集到的资金，根据捐
赠人的意愿，主要将用于目前健在
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致残的

老军人。”周喜讯告诉记者，70年
前，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保
家卫园，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朝鲜
战场，他们爬冰卧雪浴血奋战，以
大无谓的牺牲精神和奋不顾身的战
斗精神打出了军威，树起了国威，改
写了世界战争的历史。

70年后的今天，各级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特别是对
经历过战争、参加过战斗的老兵，大
家既心存敬仰之情，又特别关心关
注老兵们的晚年生活。“关爱老兵慈
善公益基金”就是在政府给予老兵
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对如何更好地
发挥慈善平台的作用，动员全社会
力量关心关爱老兵工作做的积极探
索。

周喜讯表示，烟台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作为成立“烟台市关爱老兵
慈善公益基金”的发起人，将严格
按慈善法规的要求，严格管好用好
爱心基金。同时也诚恳接受爱心
企业、社会各界的检查监督。希望
更多的爱心人士关心关注为国家
做出突出贡献的老军人老英雄的
晚年生活。

我市成立关爱老兵慈善公益基金

关爱困难退役军人、参战老兵

杨子荣故乡挂牌烟台市首批
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