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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速览

孩孩子子们们，，暑暑假假你你想想自自己己做做主主吗吗？？
来海滨军令营吧，一周时间，让你文武都在行

去去年年没没找找到到，，今今年年再再报报名名试试试试
“乐天百货 缘定一生”相亲会，本周六不见不散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帅) 本周六(6月28日)下
午4点半，由齐鲁晚报·今日
威海联合乐天百货(国际)威
海有限公司启动的“乐天百
货 缘定一生”相亲会将在
乐天百货屋顶花园启动。

26日，李先生拨打电话
报名相亲会。李先生是“老熟
人”，他曾在去年报名本报组
织的相亲会，由于去年没有
找到有缘人，不气馁的李先
生今年再次报名。李先生说，

今日威海组织的相亲活动很
接地气儿，参加者都是诚心
交友的单身男女，“希望这次
能‘脱单’。”

此次相亲会选择在乐天
百货的屋顶花园举行，相对
于室内封闭的环境而言，更
加浪漫温馨。另外，本次相亲
会得到多家企业的赞助，因
此活动现场，选手都能获得
小礼品。

本次活动限额100名，目
前报名持续进行中，凡在威海

生活、工作，年龄在20周岁—
36周岁之间的单身男女皆可
报名。目前报名情况很火爆，
其中不乏团体报名者，还未报
名的单身男女快快行动吧！

相 亲 会 报 名 电 话 为 ：
13156086565。报名人员可以
到邮箱qlwbjrwh@163 .com下
载报名表(密码可拨打电话
询问)，填写完毕后将表投至
jrwh001@163 .com。活动当
天，参加活动市民请携带身
份证复印件。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丽)
28日(本周六)，修远润生文化发展中心
将举办家教公益讲座，丁丙老师教你如
何给孩子《假期规划》，市民可报名参
加。

“点燃孩子生命之火”家庭教育行
动计划是2010年由威海市文联、教育局、
工会、共青团、妇联五部委联合发起，至
今已有成千上万的家长、学生受益。

6月28日(周六)上午9：00，修远润
生家长公益讲座，丁丙老师主讲《假期
规划》。家长孩子均可参加。讲座在修
远润生发展中心举行，地址小商品从
东门入5楼505，感兴趣的市民可短信
报名，报名点电话为13465234134。

暑假到儿童福利院

体悟“爱·感恩”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林伟强) 为满足社会家庭
孩子走进儿童福利院、了解院内儿童
生活的强烈愿望，今年暑假，威海市
儿童福利院暑期组织第四届“爱·感
恩”体悟活动，威海市范围内的初中
学生可报名免费体验。

此次“爱·感恩”体悟活动时间为7

月14日(周一)—7月19日(周六)，威海市
范围内家庭的初中学生可报名，男女
不限，共20名，按报名顺序收录。参与
活动的营员限定为首次参加“爱·感
恩”体验活动的初中学生，参加过往
届活动的学生一经查实不予收录。

活动期间，学生们将以威海市儿
童福利院为生活基地(吃、住、行在院
内)，日常生活规定按照市儿童福利院
学生教育科制度进行，日常管理由市
儿童福利院工作人员指导大学生志
愿者负责。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将组
织义工体验、沙滩游戏、体育竞赛、内
务训练等活动，所有食宿等免费，旨
在通过让孩子在儿童福利院生活，克
服心理惰性，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从
中学会关心他人、学会感恩，珍惜幸
福生活，增强努力学习的动力。

此次活动报到时间为7月14日上
午 8 点 3 0 分 前 ，报 名 电 话 ：0 6 3 1 —
5260616。活动期间，学生只需携带更
换的衣物，严禁携带零食、钱、手机、
相机等物品入院。

新发型
作品描述：小泰迪染色，

像一只小狮子。
拍摄时间：2014年
拍摄地点：威海高区
作者：张华忠
草根拍客
投稿信箱：wangshuai399

@126 .com，QQ：846465852。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李孟霏) 暑期是孩子们自己
的假期，这个假期，你想过的
与其他同学与众不同吗？你
想有自己的个性空间吗？相
信海滨军令营绝对是你不错
的选择。一个周的紧密训练，
让家长们在假期结束后，感
受到全新的你。

现场听传统相声、学习
沙画表演、接受军事练兵、野
生动物园里游玩、诵读国学
小故事锻炼身心……在海滨
军令营6天的假期中，你可以
全部享受到这些教育，感受

不一样的暑期生活。同样，在
这个暑期生活中，你也并不
孤单，你将和来自全省各地
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学习之
余，还能交到不错的朋友。

还在等什么，你想在这
个暑假有全新的面貌，找到
全新的自己，那就赶紧报名
参加海滨军事夏令营吧。

本次夏令营共分为6期，
具体时间安排如下：一期7月
7日—12日，二期7月14日—7
月19日，三期7月21日—26
日，四期7月28日—8月2日，
五期8月11日—8月16日，六

期8月18日—8月23日。每期
限额100人。

招生对象：8—16周岁，
身体健康。军令营费用：1280
元/人，报名费用包括：军事
训练费，6天5夜住宿费及三
餐费，西霞口动物园景区门
票及来往车费，军训服装1
套，荣誉证书，保险费用等。

报名学生需自备个人换
洗衣物、洗漱用品、杯子以及
厚外套。

活动报名咨询电话：
0631—5201113，
18906310602。

周六公益讲座

邀你参加

体体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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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小点子
1、不用的家电应拔掉插头，尽量

不要待机。家电待机的能耗问题，科
技人员在测试中发现，家电待机时产
生的能耗，占了家庭用电总量的10%；
待机能耗最厉害的家电是音响，一天
在10瓦以上。因此，电器不使用时要切
断电源。

2、房屋装修时墙面尽量采用白
色等浅色调。白色墙面的反射系数可
达70～80%，充分利用室内墙面的反
射性能，能有效提高光的利用率，同
样可以节电。

3、家里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洗
澡前管路中放出的冷水是干净水，不
要直接排掉，可以用来洗衣浇花等。

4、洗衣物时应使用泡沫产生少，
比较好漂洗的肥皂等，可以节约大量
漂洗泡沫而使用的水。

记者 许君丽 整理

两执(职)业资格考

30日报名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丽)

日前，记者从威海市人事考试中心获
悉，2014年度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
考试、国际商务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均
定于9月13日、14日举行，6月30日开始
网上报名，考生们别错过时间。

两项考试均采取网上报名、现场
审查、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网上报
名时间为6月30日9：00—7月7日16：00
(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现场
审查时间为7月1日9：00—7月10日16：
00(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网
上查询及缴费时间为7月2日9：00—
7月14日16：00(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
除外)。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
考试中心要求，两项考试将在全国范
围内实行统一网上报名工作。为便于
考试报名和相关工作的统一开展，应
试人员须通过中国人事考试网 (网
址：http：//www.cpta.com.cn)进入首页
网上报名栏目进行网上报名和网上
缴费。报名时应认真阅读报名有关文
件和提示，如实填写、提交个人报名
信息，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照片，
按属地原则正确选择居住(或单位)所
在地为报考考区。

营营销销秀秀名名额额还还剩剩不不到到5500人人
报名时间截至7月7日，亲们抓紧时间报名啦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丽) 体验卖报，让暑期
更有意义。本报暑期营销秀
开始报名以来，报名火爆。第
一期营销秀活动报名已过百
人，还剩下不到50个名额，这
个暑假，你敢来挑战不一样
的自己吗？

本报暑期营销秀活动时
间共计30天，分两期，每期15
天，第一期为7月7日—7月25
日(周六、周日休息)，第二期
为7月28日—8月15日(周六、
周日休息)，每期150人，可兼

报两期，也可以单独选报一
期。

本届营销秀活动按照每
期15天的售报总量，从高到
低评选金、银、铜奖。其中，金
奖5名，奖励人民币500元；银
奖10名，奖励人民币300元；
铜奖15名，奖励2015年《齐鲁
晚报》一份，并自动成为本报
2015年小记者。同时，对金、
银、铜奖的获奖小报童赠送
周边知名景区一日游，两期
活动售报总数前十名奖励大
连二日游。两期营销秀活动

重复获得金、银、铜奖(全勤
奖 )的小报童，奖金累计发
放，赠报不再累加。

本届营销秀共设利群
站、大世界站、华联站、大润
发站(侨乡店)和汽车站五个
发报站点。

各站点报名电话：
利群站18906310700、
大世界站18963100012、
华联站18906310605、
大润发站(侨乡店)
18906310602、
汽车站18906310321。

暑暑假假来来妇妇儿儿中中心心免免费费体体验验吧吧
时间为7月6日至8日，每课程均可体验2次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丽) 想过一个丰富多彩
的暑假吗？来免费体验儿童
特长班吧。为丰富儿童的暑
期生活，7月6日至8日，威海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推出
特长培训免费体验活动，每
课程均可体验2次。

威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是威海市未成年人校外教
育的重要阵地，该活动中心
始终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原
则，在培训和活动中注重个
性化教育，激发儿童创新思

维，挖掘潜能，注重德育渗透
和养成教育，培养儿童自我
意识、自主学习、自我服务和
自我管理能力，全方位提升
儿童综合素质。

中心始终坚持服务妇
女、儿童和家庭，低收费开展
各类儿童特长培训，免费举
办各类儿童校外教育主题活
动。今年暑期，7月6日至8日，
威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
推出特长培训免费体验活
动，每课程均可体验2次。课
程包括小主持人、舞蹈、声

乐、美术、乒乓球、中国武术、
跆拳道、中国象棋、围棋、钢
琴、电子琴、萨克斯、古筝、琵
琶、葫芦丝、巴乌、二胡、竹笛
等。欢迎家长及儿童前来咨
询，踊跃参加。

威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一楼
东南，市民可乘坐1、12、21、
26、31、33、37、41、43、53、
101、116路公交车到戚家庄
(市文化艺术中心)下车。咨
询电话：0 6 3 1—5 3 3 3 6 0 9，
5200609。

生活小点子

第三季度职工病退

申报下月受理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孙子平) 7月1日至10日，环
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
中心将集中受理2014年度第三季度职
工病退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辖区市
民，可携带相关材料至环翠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办理申
报手续。

根据规定，凡是符合《威海市职
工及供养亲属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申报参考标
准》的，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
者，均可报名申报职工病退鉴定。男
满未满50周岁、女未满45周岁，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者，
可报名申报职工退职鉴定。

企业职工须由单位负责办理申报
手续，环翠区职工档案托管人员由本
人或代理人办理申报手续，申报者需
带齐所申报病种出具的诊断证明、病
历以及各种检查报告单等相关可以证
明本人病情的材料，同时携带本人档
案、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

份、近期2寸彩色照片1张，报名同时，每
人还需缴纳25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

周日看模型飞机

特技表演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王震) 29

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将带你走进航模
飞机的世界，学习航模飞机的飞行原
理，并亲手体验航模飞行器的操控技
巧，观看航模达人表演飞行特技。

活动地点：风林集团。活动时间：
周日(29日)上午9点30分。本次活动限
额30名小记者，请小记者拨打报名电
话：18906310321。小记者可将体验感想
发送至313423379@qq.com邮箱，本报
择优刊登。小记者可乘坐10路车，到凤
林集团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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