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下下月月起起，，66220000余余艘艘渔渔船船休休渔渔
休渔期三个月，未按期返岗渔船扣减15%渔业油补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邵彩锋 ) 28日，
记者从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获
悉，6月1日12时起，威海将进入
伏季休渔期，为期3个月，6200
余艘渔船将歇网休渔。6月1日
12时前，所有应休渔渔船全部
进港停靠，凡未按期返回停靠
的渔船，扣减当年度15%渔业油
价补助。

据了解，6月1日12时至9月
1日12时，山东省北纬35度以北
渤海和黄海海域(除钓具作业外
的其他海洋捕捞渔船)进入伏季
休渔期，渔业辅助船与捕捞渔
船同步休渔。休渔类型为除钓
具以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定置
作业(含鳀鱼落网)休渔时间为6
月1日12时至8月20日12时。渤
海毛虾禁渔期为6月1日12时至
8月16日12时。对虾增值保护区
内定置网、刺网持证回捕增殖
对虾的开捕期为8月20日12时。

根据规定，休渔期间严禁在
自然海域内采捕天然贝类资源。
定置串联倒须笼(地笼)属取缔渔
具，严禁销售和使用。所有应休
渔渔船6月1日12时前必须回船
籍港停靠，其中主机功率110千
瓦及以上渔船，必须停靠在安装
有射频识别(RFID)基站的渔港
内。凡未按期返回停靠的渔船，
扣减当年度15%渔业油价补助；6

月15日12时前未返回、私自转港
3日内拒不改正、年内违反伏休
规定被查处2次及以上列入违法
违规黑名单，扣除当年度100%渔
业油价补助。

休渔不等于封海，从事钓

具作业的渔船在休渔期间还可
作业。另外，近海养殖的鱼，出
国作业的远洋渔船回运的海
鲜，冷藏厂的鱼解冻后均可进
入市场。目前，威海水产市场主
要供应鳗鱼、鲅鱼、爬虾、海螺、

黄盖鲽、牙鲆等品种，休渔后，
鲜鱼将逐渐减少，市场上将主
要以冷冻海鱼、淡水鱼为主，包
括远洋回运的鱿鱼。据了解，威
海养殖的大菱鲆、牙鲆、鲽鱼等
也会补充市场。

文登社保系统

实现联网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杨英红 张腾 )

日前，记者从文登区社保服务
中心获悉，该区离退休干部办理
退休手续、领取养老支付卡都实
现了信息同步，一次性办结。

“目前，文登区机关事业单
位离退休干部养老公共业务系
统、养老支付系统已与指纹信息
采集系统实现全面联网，这就意
味着离退休干部办理退休手续、
领取养老支付卡都实现了信息
同步，一次性办结，无需再多跑
腿、多次重复录入信息。”文登
区社保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按照新的流程，在职人员达到法
定离退休年龄时可持档案、身份
证、《退休审批表》等有关资料
到文登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办
理养老待遇审核手续。审核通过
后，离退休干部人员信息将会直
接导入信息采集系统，无需重复
录入，这样一来就能最大限度地
避免离退休人员待遇信息录入
错误等现象发生。

同时，为方便退休人员办理
退休手续，文登区社保服务中心
与相关银行取得联系，将用以支
付和发放养老金的银行“请”进
社保服务大厅。该负责人说，如
今，在职人员退休时从办理退
休、指纹信息采集到领取工资
卡，可以在社保大厅一次性办
结，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高区举办

家庭趣味赛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左丽萍 ) 28日
上午，高区以“幸福家庭，和谐
社区”为主题，在田和办事处洪
智社区举办了一场家庭趣味健
身赛，来自社区50多个家庭110
名社区居民参加了跳绳、蹲马
步、夹球、拔河等比赛项目。

今年5月2 9日是中国计生
协成立3 5周年纪念日，也是全
国 计 生 协 第 1 7 个“ 会 员 活 动
日 ”。近 期 高 区 结 合 会 员 活 动
日，广泛发动各级基层计生协
会，组织广大会员开展形式多样
的宣传服务活动。此次家庭趣味
健身赛增进了夫妻、邻里感情，
凝聚了民心，弘扬了文明新风，
在社区与居民之间搭建起新的
交流活动平台。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刘
洁 ) 28日，记者从威海市海洋
与渔业局获悉，随着休渔期的到
来，2015年威海海洋增殖放流工
作拉开序幕，今年威海增殖放流
将达到14亿单位的渔业品种。截
至目前，市海洋与渔业局已组织
投放中国对虾1 . 6亿多尾，海蜇
2500多万单位，在休渔期间有效
养护渔业资源。

据市海洋渔业局渔业科科
长袁修宝介绍，2014年，威海组
织开展了中国对虾、海蜇、黑鲷
等11个海水品种的增殖放流活
动，并首次开展了鲤鱼、草鱼等4
个淡水鱼苗种增殖放流，全市共
计放流各类水产苗种13 . 3亿单
位，比2013年多出2亿单位。威海
还重点开展了8处人工鱼礁和海
洋牧场建设项目，建设面积总计

375公顷，投放各类人工鱼礁礁
体33 . 06万空方。2015年威海计
划在双岛湾、靖海湾、威海湾等
海域放流中国对虾、海蜇、日本
对虾、黑鲷、三疣梭子蟹等海水
品种，“今年还将有企业等社会
上自发的公益放流，2015年增殖
放流总量将达到14亿单位，创历
年最高。”袁修宝说。

结合增殖放流，各级渔政部

门将集中开展清理取缔海洋涉
渔“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依
法严厉查处海洋涉渔“三无”船
舶，集中开展清理“绝户网”专项
执法检查，切实养护海洋渔业资
源。2014年威海持续开展违规禁
用渔具专项整治，查获并销毁地
笼网、违规“老牛网”和“蝴蝶网”
4500余套(盘)，有效保护了渔业
资源。

威威海海将将放放流流1144亿亿单单位位渔渔业业品品种种
放流总量将创历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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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乳山市供电
公司电网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专项
行动拉开序幕，工作人员将针对
输、配、变、调控和自动化等专业，
深入排查消除各类电网设备安全
隐患，确保“三个不发生”。

通讯员 杜文

本报讯 18日，乳山供电公
司电力工作人员来到乳山口工业
园区，对工业园区内华美淀粉有
限公司专用变压器进行检查试
验，消除变压器隐患，确保度夏期
间供电安全。

通讯员 焉华超 宫磊

本报讯 近日，乳山市供电
公司组织8名青年员工下班组一
线，结合春检、优质服务等工作现
场开展理论学习，加强对新设备、
新技术的不断认识，为该公司发
展不断储备人才资源。

通讯员 于忠强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王晓辉) 临近伏
季休渔期，近日海鲜价格略涨，
销量也噌噌升，不少市民抢在
休渔前尝“鲜”。据海鲜摊主介
绍，目前已备冷冻及养殖海产
品，待一休渔这些海产品便可
立马“接棒”海鲜，补给市场。

27日傍晚，合庆海边有众
多渔民摆的海鲜摊位，出售刚
捕捞上岸的海鲜。摊主王女士
说，近一周来，合庆海边形成小
夜市，每天傍晚4点到晚8点，海
鲜小夜市都“热火朝天”，每天

数百名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此
外，王女士还介绍，近期，受休
渔期临近影响，海鲜价格近日
有所增长，但涨幅不大，在一成
左右，其中以海鱼涨价较为明
显。正在选购海鲜的张先生说，
近期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到海边
买点海鲜，赶在休渔期开始前
多吃几天海鲜。

28日，威海水产品批发市
场内，购买海鲜的人也不在少
数。一位摊主宋女士介绍，近日
海鲜因势涨价，但涨幅不算太
大，预计正式休渔后海产品价

格才会有较大涨幅。摊主王先
生说，目前新鲜大鲅鱼及新鲜
黑鱼的价格为35/斤—40元/
斤。目前市场各种海鱼供应量
基本充足，小黄花鱼供应量稍
微紧张一点。尽管价格有所增
长，但销量比价格低时更多。

此外，威海水产品批发市
场多位摊主表示，休渔后，市场
不愁供应量，养殖海产品及冷
冻海产品量很充足，足够补新
鲜海产品的“空缺”，预计休渔
后市场不会出现海产品供不应
求的情况。

临临休休渔渔，，海海鲜鲜售售价价高高卖卖得得旺旺
涨幅约一成，海鲜市场冷冻及养殖海产品等待“接棒”

临近休渔期，部分渔船提前归港休渔。 记者 陈乃彰 摄

船员休渔不忙

回家忙充电

6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
威海将步入伏季休渔期，长达三
个月的时间，是忙碌的渔民难得
的假期，回老家与家人团聚、找
兼职、休息都是不错的选择，船
员丁文贵则有自己的打算：给自
己充电，为职务船员考试做准
备。

丁文贵今年35岁，在渔船上
从业近10年了，丁文贵说，成为
职务船员是他的梦想，趁着伏季
休渔期，他想报班参加职务船员
的相关培训，向自己的梦想再进
一步。据了解，职务船员有船长、
大副、二副等级别的区分，工资
相对较高。

“吃海洋这口饭，专靠蛮力
不行。”丁文贵说，出海捕鱼时，
渔民船员应该懂渔具渔法、具备
防碰撞、船舶航行的基础知识，
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负责。据
悉，每年的伏季休渔期也是各级
渔业部门进行船员、渔民培训的
集中期，为渔民船员普及捕捞技
术和航海安全知识。

记者 刘洁

临
近 休 渔
期 ，合 庆
海边每天
傍晚都会
迎来大批
市民选购
刚上岸的
海鲜。

记者
冯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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