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综 合 3
2017年12月1日 星期五 编辑/杜杰 版式/于建丽 校对/王雨新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蔡
琳琳）11 月 25 日，我区第二家城市书
房——高新花园城市书房正式对外开
放。书房开放时间为早 9点到晚 9点，集
阅读、借阅、休闲于一体，市民可凭市民
卡、身份证或市图书馆借阅证进书房免
费读书。

上午 9时，居民周经敏就来到高新

花园城市书房。优雅的环境，品目齐全
的书籍，让周经敏兴奋不已，“我们家就
住在对面，一直期盼着能在家门口看
书，以后可以带着孙子一起来看书和参
加活动了。”现场，周经敏就办理了图书
借阅证。

“有一天，一头狮子走进图书馆。穿
过柜台，来到图书区。图书馆的管理员、

孩子看见了这头雄狮的到来，无不惊讶
万分……”当天上午，书虫星球教育机构
的老师为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解绘本故
事《图书馆狮子》，吸引了小朋友的关注。

据了解，该城市书房位于高新花园
北门 2号楼 1层，临街道路东至古寨东
路西至古寨西路，周围环绕多处中小
学，可以服务高新花园、洪福庄园及寨

北社区等周边居民区。
书房总面积 150平方米，藏书 9600

多本，分为儿童阅读区和成人阅读区，
配备了自助饮品机、投影仪等设备，开
放后不仅提供图书证办理、免费阅读、
图书借阅等服务，还将开展公益讲座及
读书会等活动，最大限度地丰富居民阅
读体验，发挥城市书房的社会功能。

我区第二家城市书房开门迎客

孩子在新开放的城市书房畅游书海。 本报记者 夏树刚 摄

一个鸡蛋的潜力有多大？白煮蛋、
炒蛋、卤蛋、茶叶蛋……这些吃法再常见
不过了。然而，初村镇东车门夼村的90后
小伙李秀龙，却琢磨出了新吃法——烤
鸡蛋，而且还开起了公司。

3年前，李秀龙从韩国大学毕业归
来，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有了创业的
想法。如今，他正打算扩大经营规模，为
亲朋好友乃至村里人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病床上萌生创业点子

11月17日下午，李秀龙和妻子杨萍
正在公司的烘烤间里忙活，他们把刚刚
清洗过的鸡蛋搬运到烘烤设备里，并设
定温度和湿度。

“这样一台设备一次性最多能烤3万
个鸡蛋，每个鸡蛋大约卖到3元。”李秀龙
指着眼前这台巨大的烘烤设备说，公司
今年年初正式投产，现在已经回本了。

而在此之前，李秀龙却经历了一番
曲折。

2014年 8月，李秀龙从韩国学成归
来，本打算根据所学做一份与汽修有关
的工作。可不久后，他在一次意外中扭
伤了脚，医生建议他休养一年。

病床上的李秀龙有些不甘心，脑子
里琢磨着要干点事，他一边探寻创业门
路，一边到村里和镇上打听。李秀龙了
解到，政府十分支持大学生创业，近几
年为创业青年创造了很好的政策环境。

“做烤蛋吧！”李秀龙提出了这个想
法。可什么是烤蛋？如何加工呢？李秀龙
的家人听后一头雾水。

原来，李秀龙在上大学时发现，韩
国人非常喜欢吃烤蛋，这种烤蛋无添
加，口味比白煮蛋香。在国内，烤蛋却是
个新鲜事物。

脚伤一天天好起来，李秀龙的创业

梦也一天天构筑起来。然而，国内很少
有人了解烤蛋技术，也没人专门生产烤
蛋设备，想创业，技术上要完全自己探
索。2015年上半年，凭借大学里学到的
机械知识，李秀龙反复研究，设计出了
一个小型烘烤箱，尝试自己烤蛋。

经过不断揣摩和试验，李秀龙成功
了。“掌握了技术就等于迈出了创业的第
一步，这给了我很大信心。”李秀龙说。

借政策红利开起公司

“小烤箱一次性只能烤500个鸡蛋，
而且卖得也便宜，3块钱两个。”李秀龙
说，他开始只能在周围一些小商店里推
销烤蛋，因为产品不仅没有正规包装，
也没有注册商标，无法进驻正规超市和
其他消费场所。

这样的现实让李秀龙十分苦恼。手
里握着个好项目，可在城里开公司租金
贵，食品加工没有QS证书要限制生产
销售，小作坊生产加工食品利润微薄，
产品质量也难保证，怎么办？

就在迷茫之时，李秀龙了解到，村
镇进驻了国家级医疗器械产业园，同时
发展生态农业，前景十分乐观。更重要
的是，政府在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青年
回乡创业的政策和法规环境，在金融、
税收、工商等方面给予一定扶持，这让
李秀龙坚定信心：一定要在这片沃土上
大展拳脚。

经过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及村干部
交流，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李秀龙租
下了村里主街道的一块地，并着手申请
食品生产的QS证书。

按照相关食品企业的建设要求，李
秀龙斥资 100多万盖起了食品加工厂，
其中 30万用的是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
业贷款，镇政府和村里还提供了水电等
基本设施的便利。很快，一个拥有 14个

操作间的标准化工厂拔地而起。
2016年11月18日，李秀龙的脸上笑

容难掩，他的食品厂通过了市质监部门
的现场审查，而且还领到了QS证书。这
意味着，此后，他的烤蛋产品可以名正言
顺地进驻商超、景区等正规场所销售了。

做大企业帮更多人就业

在做好标准化工厂的同时，李秀龙
还不断跑食品加工设备厂家，根据烤蛋
特点和要求，自己设计，多方请教，由加
工企业制造烤蛋加工、售卖设备。新制
造的烤箱，一次性烤 3万个鸡蛋。

“我和媳妇还专门考取了一些相关
证书，为的就是精通食品加工各个环
节，保证产品质量，拓展市场，做大、做
强企业。”李秀龙说。

李秀龙还申请注册了自己的食品
商标，通过走访考察学校、景区、超市等

场所，拓展销售渠道。
李秀龙的事业还得到了镇里和村

里的支持，借助镇党群服务中心平台和
网站、微信等线上方式，参加博览会、登
门洽谈等线下方式销售烤蛋。

“我们的烤蛋烤制过程中没有任何
添加，切瓣不散、久煮不老。而且，我们
的原料选择的都是初生蛋，营养丰富。
此外，如果是吃激素长大的鸡下的蛋，
烘烤的时候表皮会有黑点或白渍，根本
达不到要求。”李秀龙说。

如今，借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的东风，李秀龙的公司在家乡的沃
土上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有了标
准化包装，烤蛋价格随之上涨，摇身
一变成了“金蛋”，上了全国各地人
们的餐桌。

这名 90后小伙子还有一个更远大
的目标，那就是把公司不断做大，带领
周围人共同致富。

好政策“点火”90后小伙烤出“金蛋”
◎本报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宋歌

李秀龙在包装车间对烤蛋进行包装。 资料片

国际海洋油画学术研讨会
召开

本报讯（记者 吴梵 通讯员 蔡琳琳）11月
19日，第二届“国际海洋油画学术研讨会”在威
海金沙滩学府酒店召开，5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
专家、学者围绕中外海洋油画创作历史和现状，
聚焦中国海洋油画，探讨海洋文化精神和海洋
美学，凸显威海海洋油画特色品牌。

学术研讨会上，法国泰勒基金会主席让·
佛朗索瓦·拉利约，意大利罗马美院终身教授、
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桑德鲁·特劳蒂，广州美
院人文学院院长李清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
士生导师包林，韩国弘益大学教授徐承元，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顾黎明等分别作了主
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除了针对海洋油画基本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外，还对中国海洋油画在国
际化语境下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并提出有益
的建议。

当日上午，为配合此次研讨会，彼岸·威海
海洋油画名家艺术展在海洋美术馆正式开展。
展览分为海洋油画名家艺术展、法国海洋油画
写生展、海洋影像艺术展三个单元，共展出27位
艺术家作品。

600余人参加救护员培训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左丽萍）近

日，市红十字会2017“学校+社区”生命健康安全
教育项目救护员培训班在我区开班，沈阳路小
学、高区第二实验小学的教师，怡园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等600余人参加了培训。

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是红十字会以普
及自救互救、防灾避险知识和技能为目标的培
训项目，项目包括救护员培训、亲子讲座、应急
演练、主题宣传活动、学校安全教育体验活动等
五部分，重点培训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知识并
进行实操演练。旨在普及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
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
伤亡，提高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

“通过培训，可以掌握必要的应急救护知识
和技能，特别是通过技能考试考核，能达到初级
急救员的标准。这些人学会以后，可以在社区、
家庭进行广泛宣传，从而达到通过一个人带动
一个家庭，通过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
的。”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科员苗延颂说。

培训结束后，红十字会对学员进行了理论
和实操考核，考核合格后将获得红十字会颁发
的救护员证书。

我区一法官获评
全省优秀法官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雷鸣）11月
13日，全省法院工作会议召开，高区法院田村法
庭副庭长高爱华获评第七届“全省优秀法官”。
据悉，全市共有两名法官当选第七届“全省优秀
法官”。

全省优秀法院、优秀法官由省高级人民法
院授予，每两年评选一次，今年已经是第七届，
共有10个基层法院获得“全省优秀法院”荣誉称
号，并有来自全省各地市的50名法官获得“全省
优秀法官”称号。

据了解，高爱华自 2004年 3月从事民商事
审判工作以来，共办案 4000余件，无一上访、申
诉。案件调解率在全市法院名列前茅，多次被评
为办案能手、调解能手、省优秀女法官、省“三
零”优秀法官、省人民法庭优秀法官，2016年被
市妇联授予“威海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我区在第八届苹果擂台赛上
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 夏树刚 通讯员 宋欣）11月
18至 19日，我市首届知名农产品展销会暨第八
届苹果擂台赛举行，我区五十一号农场的“黄胖
子”牌维纳斯黄金苹果和红富士苹果喜获一、二
等奖，青旺有限公司的“伟仔”牌黄金富士苹果
获得二等奖。

据了解，五十一号农场是目前市区最大的
以苹果种植为特色的产业园区，农场周边还汇
聚了众多实力强、优势突出的林果企业，形成强
大的产业聚集效应，为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我区现代果园正式结果的第一年，
区农经局按照“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新要求，大力推进“三品
一标”建设，积极推广水肥一体、节水灌溉、矮砧
苹果优质繁育等先进技术，并引导企业做好产
品认证和品牌建设工作。

“筹粮备饷”
打好清雪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刘思兰 通讯员 徐吉祥）日
前，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我区用于清雪防
滑的各类车辆设备、融雪物资已全面就绪。

“新购置的一辆大型液体融雪剂撒布车和
一台小型推雪车最近几天就会到位，将助力清
雪防滑工作。”区市政局设施科副科长高赛介绍
说。进入冬季，作为城区清雪防滑主力军，我区
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积极“筹粮备饷”，全力
做好清雪防滑准备工作。据了解，区市政局共调
配清雪防滑车辆设备 83台套，其中融雪撒布车
17辆、推雪板 52台、清雪滚刷 6台，储备固液体
环保融雪剂900吨、防滑沙1000立方，有力保证
了清雪防滑工作的需要。

（上接第一版）16 万平方米的工信部
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研究中心即将年
底施工，电子信息产品试验检测中心
也将同期建设；国家暖温型海洋大气自
然环境试验站主体完工、年底即将交付
使用……

“金凤凰”纷至沓来

加快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
电子信息与智能制造产业园发展，打造自
主创新产业化示范园区，是国家（威海）区
域创新中心推进的重要事项之一。随着两
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金凤凰”
项目纷至沓来，不断激发园区活力。

日前，香港盛望有限公司医疗器械

项目正式签约，入驻医疗器械与生物医
药产业园。“这里搭建了众多国字号高端
平台，打造了国家级医疗器械与生物医
药产业园，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对产业
项目的集聚和提升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
支撑作用。”公司董事长王吉成说。

如今，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
的企业和项目群涌而来。通过大企业带
动、园区推介会、邀请团组考察、医疗器
械专业展会、点对点拜访等形式，伊藤
忠、禾木中国、苏州易昌泰、韩国医疗器
械（株）等20多个企业达成投资意向，其
中禾木医疗、格瑞仕特、纽普生物、威韩
医疗、吉威重症等10多个项目已签署入
驻协议，计划总投资80多亿元。

据介绍，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已将

我市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提报
为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工程重点推进的
园区之一，并正式列入国家食药总局
与省政府签订的食品药品安全战略合
作协议中重点扶持的园区。

随着惠普的入驻，电子信息与智能
制造产业园成为国际行业大佬竞秀的
舞台。亿和精密、茂森集团、大振电子、
正崴集团、韩国成宇硒鼓等OA项目纷
纷落地，产业园重点拓展区入驻的工业
项目已达19个。

高技术服务业加速集聚

质量检测服务是项目创新的重要
保障。时下，医疗器械检测、生物医药检

验检测、电子信息检测认证、食品及海
产品检验检测等平台迅速成型，检验检
测高技术服务业加速集聚。

记者在国家海产品质检中心二期
工程现场看到，检验检测楼、特检车间
及学术中心的主体已经完成，即将在年
内完成竣工验收。

打造山东（威海）检验检测高技术
服务集聚区，是我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项目之一。除了建设国家级检测服
务平台外，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威高集
团、德生检测就打造国内具有影响力的
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合作发展医养结
合健康产业，设立先进制造业子基金达
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威海检验检测认证
学院已经挂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