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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卫卫生生事事业业单单位位招招聘聘明明日日面面试试
面试工作将于12月28日至29日在威海职业(技术)学院进行

本报 1 2 月 2 6 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龙荣范 )
2 6 日，记者从威海市人社局获
悉，市属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初级岗位面试工作将于28日
(周六 )正式启动。通过面试资
格审查的初级岗位考生须在27
日 登 陆 报 名 网 站 进 行 网 上 缴
费，缴费成功后打印《面试通知

书》，并根据面试通知书上注明
的时间按时到达面试考点。

根据市属卫生事业单位招
聘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简章
规定，此次面试工作将在 12 月
28日至 29日举行，获得面试资
格考生须携带身份证和面试通
知书，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至
威海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酒

店实训基地进行面试。
面试将采用结构化面试的

方式，注重考察面试考生综合
分析、组织计划协调、语言表达
等各项能力。为保证面试工作
的公开、公正，威海市纪检、监
察部门将对面试全过程进行监
督，维护公开招聘工作的严肃
性，确保招聘工作在阳光下运

行。
威海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威海职业 (技术 )学院位
于威海科技新城 (高技术产业
开发区初村镇北海)。从威海火
车站 (汽车站 )乘 115 路车直达
威海职业 (技术 )学院；乘 1 路、
12路车在骨科医院或特乙甲家
居广场站点 (大润发 )转 117 路

车到威海职业(技术)学院站点
下车；市内在百货大楼、市立医
院等站点乘 117 路车到威海职
业 (技术 )学院站点下车。下车
后从威海职业(技术)学院西大
门按指示牌行进。威海职业(技
术)学院距离市区较远，请考生
根据面试时间提前安排行程，
以免耽误考试。

供供电电微微信信公公众众服服务务平平台台上上线线
本报 1 2 月 2 6 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刘琳 刘乘
麟 ) 日前，威海供电公司配合
省公司试点开通了供电服务微
信平台，该平台基于Android系
统和苹果 IOS操作系统，同时搭
建了“智能化、互动式”的手机
电费缴纳服务站。

打开智能手机中的微信软
件，在“公众号”下的“服务号”

中 输 入“ 国 网 山 东 省 电 力 公
司”，很快就能检索到国家电网
最新推出的微信公众平台。目
前，微信服务公众平台设计了

“电费账单查询”、“档案查询”、
“历史用电查询”和“订阅服务”
四大模块。用电户号绑定后，即
可查询最新电费账单信息；在

“档案查询”中可以查询基本档
案信息；点击“历史用电查询”，

客户最近一年的电量电费信息
呈现眼前，该功能还提供用电
趋势分析，折线图的形式简单
明了，对指导客户科学用电起
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该平台还提供推入
式短消息订阅服务，为客户第
一时间获取最新用电资讯和互
动式服务提供了方便，后续功
能也将陆续完善、发布。

文登945名高中生领国家助学金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王天宇 通讯员 张廷镇)
12月25日，文登市发放2013
年秋季普通高中政府助学金，
共发放70 . 88万元，惠及文登
945名普通高中学生。

据了解，文登普通高中国
家助学金设立于 2 0 0 7 年秋
季，其资助标准分为1000元、
1500元和2000元三个档次。
国家助学金先由学生个人提

出申请，并填写《个人申请
表》，在学校公示一周以上，无
异议以后报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复审，最后确定资助名额。

近年来，文登除了发放国
家助学金之外，还一直坚持高
中学费减免制度，减免范围占
在校生人数的20%。2007年至
今，享受减免学费政策的学生
有7000多人次，减免金额500
多万元。

威威海海海海珍珍品品进进泉泉城城直直销销推推介介
本报12月26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朋 实习生 曾庆雪 通
讯员 宋晓彤 ) 记者从威海市
海洋与渔业局获悉，27日至 29
日，威海市海洋渔业局、威海市海
参协会与大众日报社将共同组织
举办威海海珍品泉城直销推介活
动。

据悉，威海海洋资源丰富，是
黄渤海两大海区众多经济鱼虾的
天然良场和南北洄游的必经之
路，是国内水产品供应品种最齐
全的地区之一；威海地理环境和

自然条件独特，所产海参个体肥
大，突棘粗大，肉质肥厚，鲜嫩可
口。威海的刺参胶原纤维丰富，食
味甘鲜，口感软糯，是国内品牌价
值最高的海珍品之一。同时，据国
家海洋局监测结果显示，2012
年，威海全市近岸海域清洁、较清
洁水质面积占98 . 5%，是全国近
海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为了保证参展产品的质量，
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展销商严格把
关，展销商需提供营业执照、质检
报告、食品流通许可证等相关证

件。届时，各大企业将与济南消费
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消费者可
直接购买。明年1月18日至20日，
还将举办威海海鲜产品特卖专场
会，主要对海珍品和海鲜礼盒进
行推介。

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介
绍，本次活动的直销产品均为原
产地、原生态、符合国家标准、无
污染的绿色、健康海珍品。乘着

“两节”将至的“东风”，希望泉城
市民可以享用原产地的优质海珍
品，让泉城“鲜起来”。

26日16时，威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市
区最低气温降至-4℃，海上北风7～8级阵风9级。在市区海港客运
站站点，几位市民顶着刺骨寒风前行。27日，多云间阴有阵雪，请出
行市民注意防范。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母猪河治理获省财政补助621万

本报 12月 26日讯 (见习
记者 宫楠 实习生 罗梦
萍 ) 近日，山东省水利厅、
财政厅下达了 2013至 2015
年国家规划内中小河流治理
项目投资计划，威海工业新
区母猪河小黄至汪格庄段治
理工程获 621万元省以上补
助金。记者了解到，这是2014
年威海市获得的首批中小河
流治理项目补助金。

据介绍，此次治理工程
将通过对母猪河进行河道清
淤、新筑河堤、河堤加高、河
堤护砌以及拆除并新建漫水
桥、生产桥等，达到固定河
床，满足防洪功能要求。工程
完工后将保护沿河两岸14个
村庄的 1 . 2 万亩的耕地、园
地、林地及沿河百姓的生命
财产安全，改善当地生产生
活条件。

近日，乳山供电公司召开
职工家属座谈会，邀请职工家
属来公司参观，让家属了解电
力行业的特殊性及职工的工
作状况，引导家属与职工之间
多点沟通与理解。（王东英）

日前，乳山下初镇某企业
配电室内，乳山供电公司用电

检查人员一边为企业排查用
电隐患，一边向工作人员宣传
冬季安全用电常识。（汪书殿）

23日，乳山供电公司“善
小”服务队一行10余人来到乳
山寨镇车村，为该村空巢老人
家调试开关，保证老人安全用
电、温暖过冬。 （刘胜）

速读

刺刺骨骨寒寒风风

9966项项文文艺艺展展览览欢欢庆庆跨跨年年
本报12月26日讯(记者 王

天宇) 26日，记者从威海市文广
新局了解到，随着元旦春节两节
将至，威海市也相应推出了各类
文艺演出、艺术展览等共计96个
项目供市民选择。

从“2014年元旦、春节期间
全市文化活动预告”中了解到，元
旦期间，威海美术馆北展厅将举

行迎春小幅油画作品展；1 月 3
日，在威海国际会议中心将举行

“德国柏林电影爱乐乐团2014新
年音乐会”，1月7日在同一场地
还将进行“舞蹈皇后”剧目的演
出。

另外，文登市民文化中心音
乐厅将于1月11日举行北京“让
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文艺晚会；

荣成博物馆将在1月举行新春书
画、民俗展览活动；乳山文化活动
中心将在 2 0 1 3 年 1 2 月 2 8 日至
2014年1月10日举行“母爱乳山”
新年美术展。

各个社区街道办还将举行
各自独特的文化活动，有兴趣参
与活动的市民可与各街道办联
系。

威海供电应急演练度冬保电

本报 12月 26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张卫东
蔡海沧 ) 25日，威海供电

公司举行2013年防风暴潮、
冰雪灾害抢险演练，全面检
验威海电网迎峰度冬期间应
对灾害性天气的应急反应能
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此次演习以威海市区天
气雨夹雪，风暴潮红色预警，
部分输配电线路跳闸、导线
断线和居民小区失电为背
景，供电公司 16个部门参加
演习，4个部门进行了现场观
摩。威海供电公司应急指挥
中心还设置了山东省电力公

司应急办席位，用于对外信
息汇报。为使本次演练取得
实效，国家电网GIS地理信
息系统、变电工业监控系统、
移动视频检测系统和多媒体
记录等多项先进科技手段均
在本次演习中投入应用。

此次演习采取了故障地
点事先不通知、重要客户全
程参与、物资配送、工程公司
和营销等专业实时跟进的

“无脚本”演练方式进行。同
时，充分利用变电工业监控
系统、移动视频检测系统和
多媒体记录等多项先进科技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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