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0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编辑：齐璐 组版：陈乃彰

今日威海

民生

三三个个海海上上船船舶舶锚锚地地今今起起启启用用
原石岛港外外籍船舶作业锚地、外籍船舶检疫锚地和张家埠锚地废除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王伟) 20日起，威
海市启用石岛港区检疫锚地、避
风锚地和靖海湾锚地三个海上
船舶锚地，同时废除原石岛港外
外籍船舶作业锚地、外籍船舶检
疫锚地和张家埠锚地。

威海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
刘威介绍，此次锚地规划有效的
优化了山东半岛沿海的海洋资
源，为威海市港航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基础支持，保障了沿海运输

船舶在威海水域的锚泊安全。
近年来，威海南部水域各

港 口 航 运 经 济 处 于 快 速 发 展
期，特别是石岛湾、靖海湾周边
海上运输业、造船业发展快速，
抵离港船舶数量、吨位、港口吞
吐量逐年增加。同时，原有的石
岛外籍船舶作业锚地、外籍船
舶检疫锚地、张家埠锚地锚泊
能力较小，与港区的发展严重
脱节，造成锚地资源紧张，严重
制约了威海南部水域的港航经

济发展。
新设的3个锚地中，石岛港

区检疫锚地为进出港船舶检疫
锚地，靖海湾锚地为靖海湾周边
港口的通用锚地，石岛港区避风
锚地为威海南部水域重要的避
风锚地。

新的锚地总面积约64 . 2平
方千米，可以满足石岛港区、靖
海湾港区的业务发展，也为当地
港航经济长远发展留下充足的
战略空间。

威海沿海易受冬季寒潮大
风、夏季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影
响，曾发生多起锚泊船舶搁浅或
者沉没事故。以前，威海沿海仅
有荣成湾锚地可以作为过往船
舶的避风锚地，但是该锚地面积
小、吃水浅，已经不能适应当前
船舶避风锚泊的要求。石岛港外
水域作为避风良地，大风影响期
间，避风船舶数量逐年增加，但
是原有的锚地面积较小，无法满
足大量锚泊船的需求，无序锚泊

现象屡有发生。
新的石岛避风锚地成为威

海沿海继荣成湾锚地以外的第
二个公共避风锚地，其面积相当
于8个荣成湾锚地大小，锚地可
满足当今最大型船舶的使用，能
够对大风期间过路船舶的有序
锚泊提供有利的基础支持。

而靖海湾锚地在满足靖海
湾港区到港船舶锚泊的同时，也
可服务于途经的过往船舶临时
锚泊。

71户小微企业
减税23万余元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文登国税积极落实小微企业所
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今年截至6
月底，共有71户小微企业申报享
受税收优惠，共减免税款23 . 3万
元。

日前，文登国税对业务骨干
进行了2次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专题培训。优惠政策送
企业，借助数字化管理系统向企
业发送短信提醒。组织200余户
小微企业参加2013年度汇算清
缴政策专题解读，剖析小微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注意事项。把小
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纳入专
项考核，定期核实。2014年1-6
月，共计有71户小型微利企业申
报享受税收优惠，共获减免税款
23万余元。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
孟霏) 市民李女士产后胖了50
多斤，为了减掉恼人的体重，她
在威海市区一家减肥中心花费
3万元用来减重，没想到减了几
个月，体重却一点变化没有。李
女士随即投诉至12315，经调
解，商家退了全款。

2014年4月，市民李女士生
完孩子后体重一下子涨到了
168斤，比孕前胖了足足50多
斤。看着走样的身材，李女士在
市区一家产后恢复中心机构交
纳了 3万元，专门用于产后减
重。当时，商家承诺为期8个月
的时间，体重会从目前的168斤

减到113斤。
之后李女士便每周都去该

恢复中心锻炼，可锻炼了几个
月时间，体重依然维持在160斤
左右。8月初，深感被骗的李女
士随后找到商家要求退款，但
商家态度强硬，并称还未到8个
月期限，效果不明显是难免的。

无奈之下，李女士投诉至
威海市工商局12315热线。执法
人员经调查认为，因为双方未
签订协议，减肥效果的原因难
以裁定等因素，给调解带来一
定难度，但经营者做出承诺的
事实存在。最终，通过协调达成
一致，商家同意全额退还。

乳乳山山滨滨海海游游多多了了““洋洋面面孔孔””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杨

大杰 王爱婧) “这里不光有俄
罗斯稀有的海水、阳光、沙滩，还
有森林氧吧、温泉疗养，母爱文
化、佛教文化也对我很有吸引
力。”8月6日，在乳山滨海新区度
假的俄罗斯游客安德鲁通过翻译
告诉记者。

安德罗已经是乳山滨海新区
的“熟客”了，从2010年开始，每
年七八月份，他都会带家人来位
于乳山滨海新区的大乳山景区度
假，每次都待上两周时间。“景区
特意针对我们的饮食口味，制作
了俄式风味菜系，还邀请了俄罗
斯舞蹈队来表演，每天的生活都
很有趣。”安德鲁说。

随着旅游市场国际化，乳山
的海外游客数量日益攀升，特别
是夏季，集中银滩、大乳山、多福

山等乳山最优质滨海旅游资源的
滨海新区格外受游客青睐，仅大
乳山景区每年夏天接待的俄罗斯
游客就达6000余人次。

以往，来乳山滨海新区的游
客多是常规的青烟威沿海“串
线”，以大海、沙滩等自然风光为
卖点，休闲含量不足，难以吸引海
外游客驻足。近年来，滨海新区紧
抓旅游市场国际化的机遇，凭借

“中国最美海岸线”的资源优势，
深耕滨海游，打造了滨海休闲、文
化休闲、康体养生等系列旅游产
品，并有针对性地走出去，拓展韩
国、俄罗斯等海外市场，让外国游
客“恋上”乳山滨海游。

从提升休闲游品质着手，乳
山滨海新区开发了沙滩娱乐、海
上观光、垂钓等系列旅游产品，并
推出以渔夫体验游、海上牧场养

殖游、自主烹饪、篝火联欢为主要
内容的自助体验式渔家乐，让国
外游客能走过来、留下来。

大乳山旅游度假区还策划了
东方欢乐节，举办以沙滩音乐歌
舞晚会、篝火晚会和沙滩面具舞
会为主的沙海音乐季，聘请俄罗
斯现代舞表演队、大学生摇滚乐
队等参与演出，增强了滨海休闲
游的吸引力。

秉承错位发展的理念，乳山
滨海新区在单纯的滨海游中引入
以医疗养生为主的特色康体养生
旅游线路。在主要景区，或与周边
景区联手，开发食疗、针灸、药浴、
按摩保健、中医药养生、道教养
生、佛家养生等项目，借助“中国
生态养生旅游目的地”百佳提名
优势，打造国际养生旅游文化“新
地标”。多福山国际养生旅游度假

区依托茂密森林植被、负氧离子
含量高的优势，结合山地景观和
特色地形地貌，建设供休闲、娱乐
的森林木屋，打造森林纯氧运动
为主的养生休闲区。

乳山滨海新区还以“美在韩
国、养在乳山”为着力点，深度策
划包装以医疗养生为特色的美
容旅游线路，打造与韩国美容外
科手术相对应的术后康复、中医
护肤、食疗护肤等旅游套餐，延
伸开发专项肺部功能康复等养
生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乳山滨海新区将
文化元素注入滨海游中，打造特
色文化景区，吸引外国游客体验
中国文化。该区将规划建设中韩
海洋文化之旅文化服务平台，以
塔岛湾国家级海洋生态保护区、
大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为载体，

全力打造塔岛湾海洋文化体验
区，重点建设海洋博物馆、海珍
品养殖体验基地等项目，与济州
岛联合推出“中韩海洋文化体验
之旅”。

大乳山景区将母爱文化移
植到景区建设中，建设了女娲造
人、岳母刺字等博大母爱雕塑景
观群，以及意味深远的母爱“润”
字景观；福如东海景区打造“福”
文化，规划建设福星雕塑，以

“康”“乐”为主题，规划建设游艇
码头、水上运动项目基地，丰富
旅游内涵。

精耕细作国际市场迎来丰
厚回报。据统计，每年乳山滨海
新区可接待来自俄罗斯、韩国等
地的外国游客突破5万人次，并
连续几年保持15%的高速度增
长态势。

文文登登四四项项机机制制提提升升农农家家书书屋屋活活力力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柴志军 ) 文登区通过经费保
障、流动配书、载体联动、读者
点书等四项机制，提升农家书
屋活力。

农家书屋区内全覆盖后，
文登区每年都安排足额资金用

于农家书屋的设备维护、图书
更新、人员培训及数字化建设
等支出，不断提升农家书屋的
建设质量。

文登区图书馆建立流动配
送书库，区财政每年安排资金
50万元购置流动配送图书，将

图书统一编码，向乡镇分馆统
一配送图书，并定期在分馆与
农家书屋间进行图书交流。

此外，通过开展读书征文、
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村民
大讲堂”活动。开展各种立足农
村实际的农业技能培训、文化

知识讲座等活动，使之成为农
民科技致富的“培训班”、文化
知识的“辅导站”。

开展“你点书，我买单”服
务。读者列出书目，经书屋或分
馆报区图书馆，区图书馆汇总
按单采购，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减减肥肥四四个个月月一一斤斤没没掉掉 三三万万元元打打水水漂漂
经消协协调，减肥机构退消费者全款

威海三大战略
新产业浮现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李敏) 新信息、新医

药与医疗器械、新材料制品成为威
海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对此，威海市财政局整合技
术创新、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等工
业发展专项资金9100万元，支持
三大产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创新。
同时，把财政扶持政策、财政性资
金存款与银行发放贷款对企业的
贡献度挂钩，引导金融贷款向三
大产业倾斜，出资4500万元设立
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由
试点银行放大10倍向集群内小
微企业发放贷款。

开学在即，各学校的电器电
路长时间闲置，容易出现安全隐
患，近日，临港区消防大队组织
专项检查，对各学校展开消防安
全大检查。 （陈璐）

天天清清爽爽
正正当当游游

19日下午，在威海旅游码头，
众多游客排成长队从码头走出。
正值旅游热季，近几日威海天气
凉爽了许多，不少外地游客带着
孩子来到刘公岛风景区感受甲午
风云，学习爱国教育。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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