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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验验““55++22””2266名名游游客客打打头头阵阵
4月底至10月底 预计至少有4000余人走这条“威韩连线”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冯琳)

威韩连线再发高端团。2 7日
晚，26位游客从长春飞抵威海国
际机场。未来7天，他们将开始自
己的5+2(韩国5天+威海2天)威韩
连线体验。而自27日起，至今年
10月底，每天都有至少25位长春
游客来威海体验该线路，预计总

数将超过4000余人。
去年，威海旅游局曾出台

《威海市旅游招徕奖励办法》。
根据《办法》，至2017年4月30

日，凡组织旅游包机、专列、旅游
包船(邮轮)到威海市旅游的旅行
社，均可获得威海市的奖励。对
年输送1000人、3000人、5000人以

上入境游客来威旅游的旅行社，
按每人每天的标准进行奖励，最
高标准为每人每天奖励人民币
20元。即日起至10月底，长春客
日日抵达威海，再从威海到韩
国，符合该奖励办法，将受到威
海旅游局的奖励。

27日晚8点25分，26名长春游

客抵达威海国际机场，每位游客均
获赠威海旅游局赠送的茶叶及书
籍。28日，他们将游览威海刘公岛
等景区，28日晚飞往仁川国际机
场，在韩国游玩5天后再飞回威海，
在威海游玩1天后再飞回长春。

威海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胡先生介绍，该威韩连线产品属

高端旅游产品，纯航空交通方
式，而不是之前的轮船加汽车加
火车模式。此次威韩连线团是威
韩连线开通以来较大规模、最成
体系的线路。近期，合肥游客也
将陆续通过合肥—威海—长春
航线及威海—仁川国际连线参
与该威韩连线线路。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心田) 26日，
记者从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获
悉，一季度，在全省水产品外贸
形势严峻，出口量额双方下降
8%以上的情况下，威海水产品
出口量同比增长1 . 5%，出口额
与去年同期持平。其中，一季度
欧盟市场出口额大涨40 . 1%，
列威海第四大水产出口市场。

据介绍，第一季度，全市水
产品进出口总量10 . 02万吨，同

比增长5 . 3%；进出口总额3 . 02
亿美元，同比增长3 . 1%。其中，
出口量 6 . 7 7万吨，同比增长
1 . 5%；出口额2 . 40亿美元，与
去年同期持平；进口量3 . 25万
吨，同比增长14 . 0%，进口额
0 . 62亿美元，同比增长17 . 0%。
根据青岛海关数据统计，第一
季度，全省水产品进出口总量
53 . 7万吨，同比下降8 . 6%；进
出口总额15 . 3亿美元，同比下
降8 . 3%。其中，出口量22 . 2万

吨，同比下降8 . 6%；出口额9 . 7
亿美元，同比下降8 . 3%。

据分析，从出口市场来看，
欧美市场增幅较大。日本、韩
国、美国、欧盟仍是威海水产出
口四大市场，出口额分别为
0 . 96亿美元、0 . 56亿美元、0 . 20
亿美元、0 . 14亿美元，同比增长
分别为0 . 2%、-13 . 5%、28 . 1%、
40 . 1%，主要出口市场日趋平
衡；从出口企业性质来看，内资
企业日益增强。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
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分
别为0 . 05亿美元、0 . 16亿美元、
1 . 14亿美元、1 . 00亿美元，同比
增长分别为 8 . 0 % 、1 5 . 4 %、
5 . 7%、-11 . 0%，国内民族企业
出口均保持了增长；从贸易方
式来看，加工贸易发展强劲。一
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出
口额分别为1 . 49亿美元、0 . 85
亿美元、0 . 01亿美元，同比增长
-9 . 8%、16 . 1%、492 . 9%。

一一季季度度水水产产出出口口欧欧盟盟大大涨涨四四成成
列威海第四大水产出口市场，前三位分别为日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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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冯琳)

临近五一，不少宾馆客房被早
早预订一空。平日在各团购网站
营销得风生水起的宾馆纷纷将五
一期间团购排除在外，不少优惠
活动也将五一期间空出来区别对
待。

在一家团购网站上，不少宾
馆在团购中注明使用期限“五一
期间除外”，也有个别商家没在网
站上标注，以致在五一前夕临时

变卦“五一期间不接受团购客
户”。位于市区大世界一家宾馆的
工作人员说，之前团购没标注“五
一期间除外”，但是目前客房实在
是不够供给团购客户，所以近日
才联系团购网临时关闭团购购买
途径。海滨路一家宾馆的工作人
员也介绍，平日的团购，大家在五
一期间可以团购，但到店需要加
50元/人，“因为五一期间房源实
在紧张，要想兼顾团购客户，得加

点价平衡一下。”
市区一家宾馆正在进行的“半

价房”促销活动也将五一小长假排
除在外。工作人员表示，该促销活
动五一小长假之前及五一小长假
之后都有，但4月30日、5月1日-3日
不 进
行，按
原 价
进行。
此外，

市区不少宾馆通过各种方式对团
购提出附加条件。总之，五一小长
假想订到低价房真是太难了。

而登陆平日大家依赖的订票
网，五一期间房价也不太理想。各
订票网站平日多提供3-7折优惠

房价。但是，27日当天，各网站所
提供的商务酒店标准间及大床间
价格多在150元/天以上，几乎没
有折扣。市区各宾馆目前房源最
紧张，不少宾馆全价都订不到房
间，更别说订特价房了。

五五一一前前夕夕 宾宾馆馆对对团团购购说说““NNoo””
网上预订宾馆优惠也不如平日

文登启动韩国风情街招商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刘洁 通
讯员 王波) 日前，位于文登义乌小
商品市场的威海韩国风情街举行揭牌
暨招商启动仪式。

“威海韩国风情街”位于文登义乌
小商品市场A区，依托文登与韩国天安
市的友好、互惠的亲密合作关系，在中
韩自贸区这一宏观政策的驱动下，计
划引进韩国特色美食、化妆品等韩国
元素商品，致力打造集商贸流通、餐饮
娱乐、文化交流为一体的韩国商品集
散地。中韩自贸协定草签以来，文登积
极借势造力，主动拓展与韩国天安市
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对韩全方位交
流。这次“威海韩国风情街”揭牌暨启

动招商，是文登深化对韩经贸合作的
重要成果，有利于完善文登商贸物流
业总体布局。在文登参观考察的韩国
天安市市长具本玲出席仪式。

据了解，文登与韩国天安市于
2002年缔结为友好城市，两地间的经
贸、文化、教育、艺术等各领域交流日
益频繁。2004年开始，文登与天安市每
年选派公务员相互交流，学习了解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做法。文登连
续十几年组织艺术团代表区政府赴韩
国参加天安市“兴达令”国际舞蹈节，
多次荣获天安市政府颁发的“集体特
别奖”“民族舞蹈国际组”特别奖等奖
项。

第二课堂

近日，古寨小学的师生在
“第二课堂”里学习彩陶制作
技术。据了解，古寨小学开设
了声乐、舞蹈、电子琴、绘画、
书法、足球、乒乓球等十几个
兴趣小组，并配备了专业的指
导教师，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综
合素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用人单位应如实

告知职业病危害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蔡晓刚 ) 用人单
位应将工作场所可能产生的职
业病危害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
醒目位置设置职业病防治公告
栏，告知不落实或未告知将受处
罚。近日，环翠区人社局劳动监
察大队积极推动全区企业职业
病危害防治工作开展，全面提高
企业职业卫生监督管理水平。

近期，环翠区人社局劳动监
察大队工作人员结合年度劳动
用工书面材料审查，深入企业
252家，组织用人单位与职工签
订《职业病危害告知书》3780份，
使劳动者知悉工作场所存在的
职业病危害，掌握有关职业病防
治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操作
规程、应急处置措施、职业病防
护设施以及个人防护用品的使
用方法，提高职工的自我防护能
力。同时，引导企业明确在职业
病危害告知中的责任和义务，提
升企业职业病防治水平。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去年制
定《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
警示标识管理规范》，据环翠区
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劳动监察
大队将加大对职业病危害告知
情况的监督检查，凡职业病危害
告知不落实，订立或者变更劳动
合同时，未告知劳动者职业病危
害真实情况的，要责令企业限期
改正，并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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