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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气气

渔业部门将对渔船进行全面整治

4月3日，多云，北风6到7级
减弱到5到6级，温度3℃到8℃。

4月4日，多云，北风5到6级
减弱到3到4级，温度4℃到13℃。

有问有答

医疗 渔业

光华医院向患者
讲解帕金森病治疗经验

环翠区第一季度
渔业产值达5 . 16亿元

问题：我家用的北京燃气
公司的天然气，想换换煤气
灶，但目前还未联系到该公
司，这种情况可否找公司工作
人员更换？

北京燃气集团山东有限
公司威海分公司办公室：已记
录下你的联系方式，将尽快安
排相应地址的负责人上门维
修和更换。
本报记者 王帅 整理

本报威海4月2日讯(记者 王帅) 4月11日为“世
界帕金森病日”。作为治疗帕金森病的专业医院，3月
31日，威海光华医院的帕金森病友相互交流康复经
验。帕金森治疗中心主任张象温讲解了帕金森病的
八项治疗原则。

交流会现场，张象温讲解了帕金森病的八项治
疗原则。最后，光华医院的医护人员现场演示了帕金
森氏病康复操。据了解，帕金森氏病康复操是融太
极、武术等招式，针对语言障碍、舌头伸缩困难、“面
具脸”、肢体抖动等病症，由张象温自创、自导、自排
的一套康复操，在国内属首创。

本报威海4月2日讯(记者 林丹丹 通讯
员 王树科) 近日，环翠区海洋与渔业局初
步统计，第一季度，环翠区水产品产量达5 . 16

万吨，实现产值5 . 16亿元。
据环翠区渔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环翠区

的苗种培育与增养殖业发展态势较好。近海捕捞
难度加大、生产成本增加。截至目前，环翠区共有
6艘远洋渔船前往中西太平洋公海作业。第一季
度，大洋海水温度较低，远洋捕捞产量减少。

国内与国外加工业市场产销两旺。1—3月
份，环翠区各水产加工企业订单量和出口量均有
大幅提升，水产加工量达9 .73万吨，产值4 .02亿元。

本报威海4月2日讯(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王树科) 即日起，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将对全
市渔船进行整治。

此次整治包括治理海洋“三无”(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渔船、脱审渔船和渔业辅助
船，清理异地挂靠渔船，规范渔船标识管理，整顿渔船修造秩序，完善涉外渔船监管，打击非法捕捞
行为。限期内并未整改的渔船，渔业部门将对船主实行罚款、没收渔船等处罚。

“三无”渔船所有人需要在5月底前，到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申报，由渔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异
地挂靠渔船的所有人必须在5月底前将渔船转出。异地挂靠渔船由相关主管部门开具船网工具指
标转移证明，办理渔船证书注销手续。

渔业辅助船必须安装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远洋渔船必须按省统一规范编写船名号，
安装和正常使用北斗卫星定位设备和身份识别设备。

渔船所有人必须在8月15日以前，按要求刷写船名号、制装船名号牌、配备电子身份识别设备。
44 . 1千瓦以上海洋渔船必须配备卫星定位设备和AIS防碰撞设备。

3月18日，鲁KT-8529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黄志
伟驾驶证；

3月19日，鲁KT-9948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钥匙
包一只；

3月19日，鲁KT-0820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李振
身份证；

3月19日，鲁KT-1638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姜杰
身份证；

3月21日，鲁KT-1032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诺基
亚手机一部；

3月23日，鲁KT-1780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手机
一部；

3月23日，鲁KT-9948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装有
衣物的布包一只；

3月25日，鲁KT-1512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宋勇
男驾驶证；

3月26日，鲁KT-8016出
租车驾驶员在车内捡到中兴
手机一部。

以上物品失主请与威海
市联运出租公司联系，联系
电话：0631-5278132。

本报记者 许君丽 本
报通讯员 王晓燕 整理

体彩

排列3第12086期中奖号
码：7、1、6

排列5第12086期中奖号
码：7、1、6、1、5

大乐透第1 2 0 3 7期中奖
号码前区：09、13、27、31、35 ,

后区：03、10
12选2第12037期中奖号

码：03、10

联网22选5第12086期中
奖号码：08、10、11、16、17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
奖截止日为2012年5月31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
中心

2012年4月2日

前天傍晚我在菊花顶
附近打车，上了出租车后，
司机已经开始打表了。的哥
突然说要给媳妇送包子吃，
我也就没说什么。七弯八绕
地送完包子后，司机又拉着
我去目的地。的哥的态度很
好，而且我也觉得他体谅媳
妇的精神可嘉。可是我当时
真 的 赶 时 间 ，所 以 才 打 车
的，而且这绕路的钱也不给
我刨去。希望的哥们以后还
是注意好这些细节问题，不
要惹乘客抱怨。

市民 点点
本报记者 冯琳 整理

4月3日生活指数

穿衣指数：薄棉衣
疾病指数：中
火险指数：中度
污染物扩散条件：好
锻炼指数：适宜
体感度指数：较凉

市市民民有有话话说说

威海联通电影城影讯
《诸神之怒》(3D版！40元/位)9:40
13:30 17:20 19:10 《台北飘雪》
(30元/位)9:30 13:40 17:40 19:30

《车在囧途》(30元/位)9:20 12:
20 13:20 15:10 16:30 18:20 19:
40 《绣花鞋》(30元/位)10 :50
13:50 15:20 16:50 19:50

《关于爱情和那些魔鬼》(40元/

位)9:10 12:40 18:10 20:10

《下一个奇迹》(25元/位)10:00
17:00 《晚秋》(30元/位)11:30
15:20 《异星战场》(3D版！40元
/位)11:20 15:30 《囧蛋奇兵》
(25元/位)11:40 13:10 《嫁个
100分男人》(30元/位)10:00 14:
10 20:00 《神马都是浮云》(30

元/位)11:50 18:30 《春娇与志
明》(40元/位)10:40 14:20 16:20
18:20 《神通乡巴佬》(25元/位)
9 :50 11 :50 14 :00 15 :50 18 :40

《大追捕》(25元/位)9 :50 12:00
14:50 15:50 18:50
4月3日起上映(票价为半价后
票价)

地址：少年路4号(大世界北门
西·鑫城大厦西50米)

咨询电话：5 2 3 2 5 1 0
5232595

本报记者 侯书楠 整理

影影讯讯

征稿启事
读者来稿时,请提供以下信息:1、作品

名称及描述 2、拍摄时间 3、拍摄地点
4、作者姓名 5、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投稿信箱:wangshuai399@126 .com,QQ:846465852。
我们将每月底左右对投稿的摄影作品进行评比,择优评出5张作品，5名获奖读者分别获联通电影

城电影票2张(60元/张)奖励。

“联通电影城杯”草根拍客

“大小”爱
作品描述：丈夫让劳累的妻子坐在自己的
脚上，妻子则紧搂着孩子。
拍摄时间：4月2日
拍摄地点：望岛附近
作者：刘明涛

本报威海4月2日讯(记者 林丹丹) 往年
清明节期间，是爬虾上市的时间。可近日，市民
毕女士走了一圈水产市场，难觅新鲜爬虾。渔
民坦言，由于渔业资源衰退，天气一直较冷等
原因，爬虾难觅踪迹，想要吃到较为便宜海鲜
可能还要再等半个月。

2日，记者来到威海市水产品批发市场、多
家购物超市内，摆在摊位前的多是冷冻鱼。新
威路一家超市内，每斤鲅鱼的价格在14 . 8元，
乌贼每斤售价为14 . 8元，而小黄花则卖到了每
斤12 .8元，而“本地青鱼”和爬虾不见踪影。

问起为啥没有爬虾，在海上漂了二十多
年的夏先生说，因为今年天气比较冷，海上资
源比较少，加上柴油大幅涨价，渔船多不出海，
渔民捕捞难度比较大，“新鲜海货还要再等
等。”记者从另外几位渔民口中得到了几乎相
同的答案，想要吃到较为便宜的海鲜，可能还
要再等半个月，天暖和，渔船才会陆续出海。

海鲜

想吃新鲜爬虾，还得等半个月

失物招领

本报威海4月2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王仁德) 3月份，威海地税局高区分局月入税收首次过
亿元，共完成各项收入1 . 15亿元，同比增收3134万元，增长37 . 39%。其中市级收入完成9906万元，同比增
收3510万元，增长54 . 88%。今年一季度累计收入28520万元，同比增收6501万元，增长29 . 52%。其中市级收
入22443万元，同比增收6033万元，增长36 . 76%。

税收

高区地税月入税收首次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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