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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
员 郑小枫 摄影报道）9日上午，在蓬莱中心
渔港外海域，蓬莱区开展了海洋增殖放流活

动。在增殖放流现场，伴随着“哗啦啦”的
水声，百余万条优秀种苗落入水中迅

速四处游弋，它们将在这里安家落
户、繁衍生息。近年来，蓬莱区大
力推进增殖放流，在政府主持
下，每年向海洋进行投放苗种，

助推渔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增殖放流
近3000万苗种

6月9日上午9:00，蓬莱区海
洋发展和渔业局干部职工及志愿

者们，乘坐渔政船出海，到达
蓬莱牙鲆黄盖鲽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西海
岸海洋文化旅游集聚区指
定海域进行放流。水天一
色的渤海海域，浪花欢
快地涌向岸边，迎接着

鱼宝宝们回家。
“这次向
中 心 渔

港

外海域增殖放流的鱼苗主要是黑鲷、梭子蟹、
海蜇、许氏平鲉等。”蓬莱区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党组成员衣荣明介绍。增殖放流是国内外
公认的养护水生生物资源最直接、最有效的
手段之一，可以达到生物链平衡，保护海洋环
境的作用。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前些年渔
业资源呈下降趋势。为此，蓬莱区大力推进
增殖放流，每年向海洋进行投放苗种。

衣荣明介绍，在2018年，蓬莱区首次设
立了海蜇、梭子蟹2个省级增殖站。义务增
殖放流海蜇、梭子蟹、黄盖鲽。2019年，加大
投入，涉农整合资金150万元、投入燃油补贴
转移支付资金188万元进行放流。2020年，
投资300万元开展增殖放流项目。2021年，
蓬莱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分四个批次，于6
月2日放流2172万只海蜇苗；6月4日放流
474万只梭子蟹苗；6月9日放流黑鲷2万
尾、梭子蟹50万个、海蜇100万个、许氏平鲉
2万尾，后期将再放流黄盖鲽30万尾、牙鲆
40万尾。先后共投入价值190万元的梭子
蟹、海蜇、黄盖鲽、牙鲆等品种的海洋渔业资
源，共计近3000万苗种进行增殖放流，用来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捕捞鱼类资源有较大恢复

在加大增殖放流的同时，蓬莱区加大了
对鱼类的保护。在保护下繁殖，在保护下捕
捞。每年执行5月1日至9月1日的禁渔期
禁令，给鱼类繁殖创造了充足时间。“劝君莫

食三月鱼，万千鱼仔在腹中”的意识已经
深入人心，有效地保护了鱼类繁殖

的环境，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蓬莱海域主要捕捞品

种有鲅鱼，鲳鱼、黑鲷、
牙鮃、梭子蟹、中国对

虾，鹰爪虾、虾姑
等20余种。

“有些海
洋鱼类资源通过

近几年的保
护 比 较

稳定，甚至还有比较大的恢复。”衣荣明介
绍，增殖性海洋渔业资源比如海蜇、梭子蟹
资源，近年来比较稳定，一直是蓬莱渔业的
主要品种，是渔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黄盖
鲽、牙鮃资源也一直比较稳定，是广大渔民
的重要收入来源。

强效监管助推渔业高质量发展

9日上午，在放流活动现场，蓬莱区海洋
与渔业监督监察大队执法快艇发现了5艘“三
无”船舶，执法人员对这几艘船进行了查处。

“鱼苗投放以后，我们将加大巡察力度，
加强对海域渔政执法管理，严厉打击各种非
法捕捞等行为，确保放流活动达到预期效
果。”蓬莱区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大队大队
长李海说，海上船舶综合管控专班发挥多部
门联合执法机制，每月至少开展一次海上执
法和港口收缴行动。5月1日以来，联合涉
海执法力量对港口码头、作业海域、沿海岸
线等区域清查收缴“三无”船舶，整治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

在为海域保驾护航的同时，蓬莱区加快
渔港渔船智能化建设。2021年，蓬莱区委、
区政府投资600万元，建立了渔港渔船智能
化综合管理平台。为渔船安装防拆卸、防关
闭的“北斗+GPS”双模定位终端。在渔港
内设置电子围栏，在涉外区域划定警戒线，
实现渔船自动识别、自动定位、自动预警。
5月1日起，渔港渔船智能化平台全部建设
完成，并投入启用。

增殖放流活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此
次增殖放流对改善水域生态环境、恢复渔业
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衣荣明称，开展海
洋增殖放流活动，有利于增强公众水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下一
步，蓬莱区将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各界人士
积极参与，营造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良好氛围，完善鱼类资源增殖放流保障措
施，进一步促进水生生物资源恢复和水生态
环境改善，助推渔业高质量发展。

增殖放流 改善生态
蓬莱近3000万苗种放流海域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吴高志 周建
树 石华祖）近日，蓬莱区人大
常委会以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学
习班的形式，组织机关科级干部
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集中封闭式
学习。学习期间，通过严抓“四
个结合”，确保了党史集中学习
取得显著成效。

学习党史与学习党的纪律
规矩相结合。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以《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等书为教材，原原本本研读
党史相关书籍。重点加强对上
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北京
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纪律和规
矩形成历史的学习，从党史角度
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纪律的认
识，明确了服从党的纪律是中国
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保障。

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
合。采取“3+2”、“白+黑”方
式，即“三个工作日+两个休息
日”，“白天8小时+晚上 2小
时”，充分保障党史学习时间。
白天集中时间、集中地点，统一
篇目，原原本本学习党史。回

家后个人自学，抄写笔记不低
于2000字，切实做到“夜学两
小时，周抄万字文”。

观看影片与交流发言相结
合。学习期间，集中组织观看
了《建党伟业》等中共党史、军
史方面的优秀影像作品。观看
影片后集中组织党员进行交流
发言。通过观看影片，畅谈感
想，重温红色岁月，缅怀革命历
史，使机关全体党员接受了思
想上的教育和洗礼，更加坚定
理想信念，激发了工作热情和
使命担当。

党史感悟与工作实践相结
合。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做
到融会贯通，达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永远牢记中国革命胜利来
之不易，要发扬革命传统和优
良作风，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率先垂范、干事创业，为
构建自然生态宜业宜居宜游新
蓬莱贡献力量。

蓬莱区人大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吴延朋 摄影报道）教育是民族
振兴的重要基石，也是广大学子改变命运
的重要途径。近日，蓬莱区69名春蕾女
童、93名特需关爱男童，一共162个孩子
全部被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认捐救助，更有
孩子受到多位爱心人士关注帮扶。蓬莱
区妇联发起“重温六一，一起关爱困境中
的天使”活动倡议，号召社会力量帮扶困
难儿童，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通过银行卡直
接打款救助或面对面走访救助，参与人次
达数百人，彰显人间大爱，铸就蓬莱“好人
之城”！

期间，部分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来到
孩子家中、走访孩子就读学校，慰问鼓励
困难儿童及家庭，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蓬莱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王晓梅带领区妇联机关干部到韩疃村看
望困难儿童，与儿童及其家人进行亲切交
谈并送上慰问品，儿童家人表示已收到王
主席的爱心转账救助款，非常感谢妇联救
助平台给他们带来的帮助。

来自女企协的爱心企业家们在本次
活动中依然发挥了巨大的先锋引领作用，
有100多人参加此次活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
讯员 尹宏 于淑霞）蓬莱历史悠久，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存，是我国古代北方海上交通
与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明清时期是东部重
要的海防战略要塞和水军基地。至今仍保
留古代水城、蓬莱阁、戚继光牌坊等重要文
物古迹。蓬莱区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工
作，历史风貌特色成为重要的城市名片。

为进一步保护蓬莱区的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蓬莱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蓬莱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日前启动了《蓬莱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2035年）》编制工
作。蓬莱区委区政府将其列入2021年度重
大行政决策事项。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目
前已经完成规划草案，于6月1日至30日在
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征询和吸纳公众意见。

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将
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与文物保
护单位三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对历史文化
名城整体自然环境、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
区、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和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面提

出相关保护要求。中心城区，坚持“全面控
制、突出重点、逐步改造、协调发展”的原则，
形成“一心、两区、三城、多点”的风貌保护总
体框架。一心即蓬莱水城及蓬莱阁；两区即
南部山林景观区、北部海洋景观区；三城即
登州府城、蓬莱水城、沙城；多点即蓬莱城区
及近郊区范围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登
记不可移动文物等文物古迹。历史城区，规
划注重历史城区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
护延续，对历史街巷和视线通廊的保护控
制、建筑高度和开发强度的控制等提出相关

要求。同时，统筹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
旧城更新的关系，逐步复兴蓬莱历史城区，
针对蓬莱区历史文化资源与环境特点，将区
域历史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与登州古城等
项目具体落实紧密结合，形成具有较强科学
性和操作性的蓬莱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通过本次编制，将会进一步提炼体现蓬
莱名城特征的内涵和特色，实现蓬莱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和谐统一，助推蓬莱成
为地域特色明显、传统文化鲜明的魅力名
城。

蓬莱启动2021-2035年历史文化名城编制工作

逐步复兴蓬莱历史城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张岳勋）蓬莱区
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积极开展“双报到三促进”工
作，实行“菜单式”服务，建立“群
众点单、社区下单、单位接单”的
模式，不断推动党员干部在下基
层、解难题中亮身份、树形象、作
表率，更好为社区群众提供精准
化、精细化服务。

蓬莱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每年与报到社区
互换资源清单和需求清单，共
同协商确定共驻共建服务项目
及为民服务“三张清单”，组建
起一支党员志愿服务队，每月
到联系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借助资源优势，打造“葡萄
酒文化进社区”项目。开展“游
名庄 品美酒”活动，连续三年
带领社区居民游览蓬莱各具特
色的酒庄，品鉴产区美酒，一览
酒庄葡园风光；开展葡萄酒特

色活动，每年至少为社区提供
两场葡萄酒文化活动。酒庄亲
子马拉松、浪漫红酒夜跑、葡萄
采摘节等活动，极大地丰富社
区文娱生活；组织“葡萄酒文化
宣讲员”到社区宣传葡萄酒文
化，推荐酒庄旅游路线，发放酒
庄旅游地图，与社区群众共享
蓬莱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双报到三促进”工作更是成
为党员“学史力行”的重要途
径。报到社区内有一处无物
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生活垃圾
随处可见。党员们自带卫生
工具，每月两次到小区进行卫
生清理，带动部分群众自觉加
入维护环境卫生的队伍中
来。“双报到三促进”工作开展
三年以来，实现群众得实惠、
党员受教育、社区和单位工作
上水平，一系列活动获得社区
居民的一致好评。

葡萄酒发展中心
实行为民服务“三张清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游正新）

“区纪委监委出台的《关于加强
镇（街）纪（工）委对同级党（工）
委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试
行）》（下称《办法》，对监督内
容、监督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明
确规定，为基层纪（工）委开展
同级监督提供了遵循和路径，
让我们在开展日常监督更有底
气、更加硬气……”蓬莱区登州
街道纪工委书记在谈到《办法》
时说。

今年，蓬莱区纪委监委围
绕有效破解同级监督难题，积
极进行实践探索。在区级领导
层面采取“倒推监督、正向落
实”的办法，编印《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一本通》，从倒推领导干部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入手，适时开
展强化政治“三力”监督，动态

向区主要领导反映领导干部苗
头性倾向性问题，定期开展廉
情提醒教育，正向提出意见建
议，协助区委敦促区级领导干
部推进整改落实。截至 5月
底，区纪委监委向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报告区级领导干部分
管部门单位在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重点工作等方面存在问
题1000余条、意见建议750余
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同级
监督的各项制度规定，结合蓬
莱区实际，在总结完善《办法》
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优化区
级领导监督措施和办法，真正
将同级监督做深做细做实，推
进同级监督常态化、长效化，持
续推动蓬莱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该区纪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

蓬莱区镇联动推动
同级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王光禄）高
考是关系每个考生家庭的大
事，高考期间噪声污染的问题
解决得快不快、好不好，直接体
现了干部行政执行力的高下、
检验着为群众办实事的效果。
近期，蓬莱区民生服务中心积
极作为，对通过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和网上民声等渠道
受理的涉高考噪声类诉求，开
展了贯穿始终的跟进活动，全
力营造高考“静”态环境。

针对市民涉“噪”诉求，他
们做到每一件都第一时间交办
并及时提醒承办单位加紧办
理，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不间断
的现场核实、现场调度的督查
行动和电话回访，确保每一件
诉求事项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
真正解决。

截至6月 8日，民生服务
中心已对20余件高考涉“噪”
类事项进行了督查和回访，所
有问题都在第一时间整改完
毕，目前没发现有反弹的现象。

午休工地暂停施工
商用喇叭先关几天

蓬莱区民生服务中心为考生营造高考“静”环境

工作人员正在放流鱼苗工作人员正在放流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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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3

图2

图 1 区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王晓梅（左二）带领区妇
联机关干部到韩疃村看望困
难儿童。

图4

图2 蓬莱人民医院工会
组织领导和职工代表走访困
难儿童家庭。

图3 蓬莱女企协捐款收
据。

图4 蓬莱检察院捐款收
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