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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大大风风来来袭袭 客客船船停停航航 渔渔船船归归港港
威海32艘客船停航，数千艘渔船靠港避风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吕
修全 王震 通讯员 缑自国

卢旺龙) 自14日起，威海将
迎来一次寒潮大风降温过程，
届时风力将达到北风7—8级、
阵风10级。受大风影响，目前，
威海至大连、威海至刘公岛32
艘客船已全部停航，预计将有
300余艘沿海商船航行受影响。
到14日下午，威海包括石岛渔
港在内的各码头，共有数千条
渔船归港避风。

据气象部门预报，自10月
14日起，威海将迎来一次寒潮
大风降温过程，届时风力将达
到北风7—8级阵风10级。威海
海事局为此发布海上风险黄色
预警信息并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程序，全力应对寒潮大风天气。

据了解，本次寒潮大风是
今年首场寒潮大风，与往年相
比，来的时间较早，将对海上船
舶航行、作业及人民群众出行
安全带来较大影响。

目前，威海至大连、威海至
刘公岛32艘客船已全部停航，
预计将有300余艘沿海商船航
行受影响。14日18时许，在威海
中心渔港，已有两百余艘渔船
靠在岸边，近海岸陆续有渔船
归港避风，部分渔民在加固船
体，防止风大发生碰撞，岸边还
有几只渔船在卸载海鲜。“这么
大的风根本没法出海作业，卸
完船上的鱼就得找地方避风，
等风小了再出海。”渔民于师傅
说 。而 在 中 国 北 方 最 大 的 鱼

港——— 石岛渔港内也靠满了避
风渔船，渔民正在做好安全防
范工作，包括石岛渔港在内的
荣成各码头，有2000余条渔船
归港避风。

威海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
员介绍，自二级响应启动以来，
威海海事局通过船舶交通管理
系统加大对威海至大连、威海

至刘公岛、威海至韩国航线客
运船舶监控，严格执行客滚船
安全适航风级规定，落实防抗
措施。此外，通过微博、短信平
台、QQ服务群等平台，威海海
事局提醒辖区123家港航企业
落实各项预防措施。海事执法
人员前往海港、码头进行船舶
现场检查，联合海洋渔业部门

协调做好渔船回港避风。利用
监管设施，加大对成山头水域、
港区、航道的监控力度，做好交
通组织疏导工作。

目前，威海海域共有3艘港
作拖轮、6艘海事巡逻船、38名
海事执法人员处于应急待命状
态，确保一旦海上发生险情，第
一时间开展海事救助。

集中式饮用水

明年完成整改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李
孟霏 通讯员 刘永杰) 近日，
荣成市下发《荣成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实施方案》，规范饮
用水水源地建设和加强环境管
理，确保全市饮用水水源水质良
好，水源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保
障全市饮水安全。

根据《威海市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保护规划》，荣成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为一级保护
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实施
分级保护管理和污染防治措施。

此次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的整治与保护是规模化的，荣成
市多部门均参与其中。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存在的问题，将于
2014年底前全部完成整改与整
治，并将长期得到有力保护，确保
市民饮用水水质安全。

1166场场广广场场文文艺艺演演出出送送市市民民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
天宇) 从十艺节威海执委会了
解到，在十艺节“群星奖”戏剧
门类决赛期间，各大广场将组
织演出活动，时间为10月18日
至25日。据悉，此次十艺节戏剧
门类决赛优秀剧目还将在市政

府广场为市民进行一场展演。
据悉，活动期间，市政府广

场演出每晚7点开始，演出时长
60分钟左右。10月18日由荣成
艺术团进行演出，10月19日演
出单位为文登艺术团，10月20
日为乳山艺术团。环翠区将于

10月21日在市政府广场进行演
出，而“群星奖”戏剧门类决赛
优秀剧目展演将在10月22日进
行，10月23日、24日、25日的演
出，则分别由梦海公司、高区、
经区负责。除市区外，文登市、
荣成市、乳山市也将举行类似

的演出活动，奉献给广大市民。
此外，环翠区文广新局还

将于10月18日至25日，在幸福
门每日负责组织一场演出活
动。市区广场文艺演出活动预
计共16场，每场演出时长为60
分钟左右。

本本土土吕吕剧剧““一一个个钱钱包包””入入围围十十艺艺节节决决赛赛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
天宇)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群
星奖”戏剧门类决赛入围作品
决赛，将于10月21日在威海国
际会议中心剧场进行第一场比
赛。据了解，由威海市文登市文
广新局选送的小吕剧作品“一
个钱包”将在首场比赛中登台
演出，这也是威海市唯一入围

决赛圈的戏剧门类作品。
据悉，十艺节“群星奖”决

赛将有8场比赛分成4日进行，
每场比赛均上演11个节目，共
将为大家展示88个节目。节目
类型涵盖了小品、哑剧、花灯小
戏、小吕剧、眉户小戏、儿童剧、
花鼓戏、音乐剧小品、碗碗腔小
戏、采茶小戏、小淮剧、丝弦小

戏、两夹弦小戏、川剧、南昌采
茶戏、小彝剧、儿童布袋木偶
戏、花灯戏、秧歌小戏、山东梆
子、绍剧等戏剧种类。

据了解，十艺节“群星奖”
决赛首场表演将于2013年10月
21日14点30分，在威海国际会
议中心剧场进行演出。上演的
节目有：小品《等》、《清洁交响

曲》、《非常母亲节》、《请客》、
《馄饨馆儿》、《最后一次摆渡》、
《采访的故事》、《聊天》；花灯小
戏《邻居·种鸡·杂毛鸡》；常德
花鼓小戏《人怕出名狗怕叫》以
及威海市文登市文广新局选送
的小吕剧《一个钱包》。据悉，本
次比赛的免费赠票电话计划将
于16日公布。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王
天宇) 日前，威海市第一个企业
知识产权管理规范贯标启动大会
在威高集团股份公司召开。威海
10家企业被列入山东省知识产权
局推行试点企业。

推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化工作，建立科学高效的知识产
权管理规范，是国家、省知识产权
局今年贯彻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工作中启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威海目前有10家企业被列入
山东省知识产权局推行企业知识
产权管理标准化工作试点企业，
相关企业现已进入到制定贯标工
作方案和实施计划阶段，威高集
团股份公司贯标启动大会的召
开，标志着威海市知识产权管理
规范贯标工作已全面展开。

威海召开首个

知识产权大会

出出租租车车新新规规 有有人人叫叫好好 有有人人吐吐槽槽
记者调查：存在上车前询问目的地挑客及车内吸烟的情况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冯
琳) 10月14日是“世界标准日”。
12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
委正式批准发布35项国家标准，
其中最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
务规范》为出租车司机制定了26
条服务用语，以及多条服务要求。
虽然新规明年4月才正式实施，
但如今已引得市民热议。

新规中指出，在乘客上车前，
的哥不得有询问乘客目的地等挑
客行为，不得中途甩客；出租车司
机佩戴服务标志，运营前和运营

过程中忌食有异味的食物；不在
车内吸烟，不向车外抛物、吐痰；
提倡说普通话等。

14日，记者采访多位的哥及
市民发现，多数人对此新规非常
感兴趣，认为规定很注重细节。但
也有人认为新规定有点“吹毛求
疵”。通过调查发现，在威海有关
新规提及的内容中，受众最广、暂
存较大问题的，主要是“乘客上车
前，的哥不得询问目的地等挑客
行为”以及“车内禁止吸烟”两条。

关于“乘客上车前，的哥不得

询问目的地等挑客行为”，许多市
民有话说。据总结，在威海，有两
种情况是挑客高发时段。一是傍
晚交班点，的哥在每位乘客上车
前询问去哪里，顺不顺路，再决定
是否载客。对于这一点，多数市民
表示可以理解。第二种高发情况
是，的哥拼车时一定会询问第二
位及之后的合乘者是否顺路，再
决定是否拉客。对此情况，市民抱
怨纷纷。市民张女士就常常在打
车过程中，遇到已经载客的的哥
停车询问自己去哪里，如果不顺

路司机便不拉载。“被问了几次还
打不到车后，会有一种被玩弄的
感觉，让人懊恼”，张女士抱怨道。

而对于车内禁止吸烟的规
定，的哥姜先生反映：“大多数的
哥能做到，但顾客却做不到，是不
是也该禁止乘客在出租车内吸烟
呢？一位吸烟顾客离开出租车后，
还是会留下烟味，影响其他顾
客。”的哥曲先生也认为，禁止在
出租车内吸烟这条规定很好，夏
天还好，通风不错，其他季节出租
车内的烟味，“实在伤不起”。

而对于一些其他新规，如“司
机忌食有异味食物，如葱蒜等”以
及“说普通话”等，市民则褒贬不
一。在的哥看来，“禁止的哥吃葱
蒜，也太残忍了”。而有的市民认
为“打车听到的哥说本地话，感觉
挺亲切。”

而对于这些新规取证难的
质疑，有市民现场支招。“现在有
出租车机打票，如果司机绕路，
太容易取证了，直接拿着票及始
末地便可知晓是否绕路。”市民
李女士说。

文登山村电增容

14日，文登市葛家镇北石山
头村，国网文登供电公司员工进
行农网改造架线。北石山头村有
500多户，125户村民分散住在离
村约800多米的山庵中，原有一台
130千伏安变压器超负荷运转。该
村被列入文登供电公司第二批农
网改造村后，共计改造高低压线
路2350米，新增两台300千伏安变
压器，125户村民用上放心电。

通讯员 牟瑞先 宋英红

▲14日晚，为躲避风浪，渔船靠港后，渔民在加固渔船。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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