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东东北北亚亚国国际际旅旅游游城城市市联联盟盟成成立立
2015“G6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威海南海新区举行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冯琳 ) 5月31日，东北亚城
市文化旅游交往与中韩自贸
区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威海南
海新区举行，当天还举行了
东北亚国际旅游城市联盟启
动仪式。来自中、日、韩三国
各领域专家及部分优秀旅游
城市代表与会，围绕东北亚
城市交往、文化与旅游交往、
中韩自贸区发展等议题进行
深入研讨。

会议由发展中国论坛、
东北亚城市发展共同体全球
联盟组织主办，在威海南海
新区蓝创大厦举办。中韩自
贸区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主题
为：东北亚城市文化旅游交
往与中韩自贸区发展。“G6+
旅游联盟”是会议的重要成
果，该旅游联盟的发起机构
有 发 展 中 国 论 坛 、东 北 亚

(G6)城市发展共同体全球联
盟组织、山东省威海市旅游
局、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
管委会及中国(威海)福地传
奇水上世界，创始员城市有
韩国仁川、中国上海静安区、
江苏镇江、陕西渭南、黑龙江
哈尔滨、山东济南、山东东
营、山东济宁、山东德州、山
东日照、山东临沂、山东淄
博、山东潍坊、山东聊城、山
东菏泽、山东枣庄及山东滨
州等。“G6+旅游联盟”旨在促
进各联盟城市的全面合作，
加强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联
盟积极为创始员城市搭建高
层次交流平台、贸易平台、招
商平台、投资平台。每一届

“G6康养会”免费为创始员城
市提供参展展位。

会上，来自中、日、韩三

国的专家学者就东北亚的文
化旅游交往提出了合理性建
议，以促成国际旅游城市联
盟发挥更大效能。其中，《东
北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
合作与作用》、《关于东北亚
的文化旅游交往》、《中日民
众双边旅游意向反差现象分
析》、《中韩自贸区相关问题
探讨》、《以财税政策助推中
韩自贸区发展》等议题引得
大家共鸣。日本早稻田大学
研究员井上亘先生的《日本
遣唐使与中国赤山法华院》
与威海有密切关联，也为威
海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
考。

当天下午，来自三国的
代表及中国国内各优秀旅游
城市的代表参观考察了威海
南海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

本周晴热为主

周中短暂凉爽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王震 )
6月1日至7日，威海将以晴热天

气为主，3日和4日，因为风向转为
北风，将出现短暂的凉爽天，之后气
温再次快速回升。

6月1日，晴间多云，夜间局部
有阵雨，南风近海6到7级，内陆4到
5级，温度沿海 17℃到 21℃，内陆
17℃到26℃，市区20℃到28℃。

6月2日，多云间阴，南风近海5
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17℃
到 21℃，内陆 17℃到 27℃，市区
19℃到27℃。

6月3日，阴转多云，南风转北
风近海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
沿海 1 6℃ 到 2 4℃ ，内陆 1 5℃ 到
29℃，市区17℃到25℃。

4日，预计天气较为凉爽，但之
后气温再次快速回升，恢复为晴热
天气。

在上周五的降雨中，威海市人
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开展了人工增雨
作业，全市共发射增雨火箭弹 43
枚。增雨作业效果明显，截至5月30
日6时，降水量分别为：市区：11 . 5
毫米，文登：9 . 4毫米，荣成：20 . 1毫
米，乳山：1 . 6毫米。各区市最大降
水量：凤林(市区)：16 . 8毫米，高村
(文登)：21 . 9毫米，上庄镇(荣成)：
27 . 0毫米，南黄(乳山)：3 . 8毫米。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冯
琳) 5月29日上午，“山东省第
二届海岸线城市产业布局与空
间协调发展研讨会暨中韩自贸
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展研
讨会”在威海南海新区举行。来
自中韩两国的权威专家、理论
代表以及企业家纷纷支招山东
海岸线城市产业布局与城市空
间协调发展以及中韩自贸区地
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展。

目前，中韩自贸区地方经
济合作示范区、海洋经济新区、
中欧城镇化合作、国家城镇化
试点等诸多政策汇聚威海南海
新区，新区发展迈入“快车道”。
威海南海新区正抓住中韩自贸
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的重大
机遇，积极承接韩端技术、高端
产业转移孵化。在蓝色创业谷
规划了2万多平米的韩国产业
区，已吸引10余个韩国高新技
术项目入驻孵化。

会上，权威理论代表就威
海南海新区如何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如何突破海洋经济核心
和关键技术、如何打造威海全
域城市化‘城村一体’的新范本
以及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

实现“三年突破发展”等课题上
做出探讨。代表们除对南海新
区“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理念进
行肯定，对南海新区飞快的发

展速度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报以
信心外，还提出“打造全国对韩
新桥头堡”及“发展智慧旅游”
等建议性目标。

南南海海新新区区规规划划22万万余余平平米米韩韩国国产产业业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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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小学办首届

艺术节庆六一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庞军) 5月29日，“美在这
里绽放”威海市码头小学首届艺术
节暨“六一”庆典活动圆满落幕，码
头学子表演了京剧、舞蹈等10多个
节目，展示了学校“与美同行、以美
育美”艺术特色教学的成果。

当天，码头小学全体学生集体
进行口风琴演奏。码头小学将校本
课程与国家课程结合，推广口风琴
进课堂，目前全校学生都掌握了口
风琴演奏技巧。29日，码头小学的
孩子们用舞蹈、戏曲联唱、古筝演
奏、朗诵等节目形式，向老师和家长
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成果。孩子们精
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家长们
不时用手机拍照，记录下美丽的瞬
间。

据了解，为了此次活动的顺利
举办，30多位学生家长自愿充当义
工，陪着孩子们彩排，活动结束时，
孩子们为这些幕后英雄鼓掌致谢。

相关链接

“G6共同体”背景介绍

2013年1月19日，以“携手合作，建
立和谐共处的东北亚共同体”为主题
的2013“东北亚(G6)城市发展共同体”
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办。本次会
议引起了海内外广大专家学者、相关
组织、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主要成果：1、“G6共同体”国际研
讨会形成了《北京共识》，并在主流媒
体公开发布；

2、发展中国论坛发起组建了“东
北亚(G6)城市发展共同体全球联盟组
织”、“G6共同体全球联盟学术委员
会”，简称“G6共同体”。它产生了由21

人(单位)组成的“G6共同体”创始委
员；

3、讨论通过了“G6共同体”倡议
书，以及“G6共同体”宗旨、对象、组
织、任务(7条)等等。记者 冯琳 整理

长长腿腿欧欧巴巴今今后后或或常常到到南南海海拍拍戏戏
南海新区打造韩国影片拍摄基地

本报 5 月 3 1 日讯 (记者
冯琳 ) 一部《来自星星的你》
让不少中国妹子迷上韩国长
腿欧巴。今后，威海妹子有福
气了，南海新区正在打造韩国
电影拍摄基地，长腿欧巴或会
常来。

面对中韩自贸区地方经
济合作示范区的重大历史机
遇，威海南海新区以文化旅游
产业打头阵，去年由中韩两国
联合拍摄的《我的新野蛮女

友 》在 这 里 取 景 开 拍 ，这 是
2014年7月中韩签署电影共同
制作相关协议后，两国合作开
拍的第一部电影。今年，威海
南海新区将进一步加强双方
的深度合作，打造韩国影片拍
摄基地；同时，南海新区加强
与韩国旅游文化协会的深度
合作，以福地传奇水上乐园为
切入点，吸引韩国游客来此休
闲度假，努力把威海南海新区
打造成为韩国游客新的旅游

度假目的地。
此外，在医疗美容产业方

面，去年，威海南海新区与韩
国美丽产业协会共同举办了
第一届中韩美博会，引进了丰
元护理和得建美容医用材料
等项目。今年，第二届中韩美
博会将在威海南海新区举办，
为此威海南海新区专门规划
了中韩美丽产业园区，借机引
进一批医疗美容产业项目。

此外，在科技转移方面，

威海南海新区在蓝色创业谷
规划了2万多平米的韩国产业
区，积极承接韩国高端技术、
高端产业转移孵化，已引进20
多个项目。今后，南海新区将
重点抓好与韩中文化协会、韩
国忠清北道中小企业厅、韩国
京畿道高新企业协会等机构
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引进优
质韩国科技项目，将威海南海
新区打造成中韩两国的“滨海
度假胜地，蓝色产业新城”。

首首家家儿儿童童游游泳泳培培训训中中心心启启用用
本报 5 月 3 1 日讯 (记者

刘洁 ) 5月31日，记者从威海
市体育局获悉，威海市翱游儿
童游泳培训中心正式启用，该
中心隶属于威海市体育局，是
威海市唯一一家针对 0到 6岁
儿童的游泳培训中心。

威海市翱游儿童游泳培
训中心主要是以提高儿童游
泳兴趣、专业游泳技能训练、

增强儿童体质、教会孩子水中
自救为目标。5月31日，该游泳
培训中心正式启用，不少市民
带着孩子免费到馆试游。该中
心由国家资深教练北京体育
大学教授，中国国家游泳教学
训练大纲的主要制定者张长
存教授制定教学大纲，由专业
教师指导，让儿童在安全、专
业、快乐中学习训练。该中心

泳池使用水为生活饮用水，无
任何添加剂，小池一人一池
水，大池24小时自动循环过滤
消毒，臭氧消毒，确保水质安
全。泳池种类分大、中、小三种
类型，适合0至6岁不同年龄段
儿童游泳。

该培训中心设置了游泳
拓展训练课、戏水游泳课、普
通游泳训练课，其中游泳拓展

训练课为该活动中心的特色
项目，由专业游泳教练进行指
导，整个课程分为九级标准，
根据儿童的能力和年龄的不
同进行分级，此模式可以增强
学习效果，有助于孩子之间相
互模仿、相互促进，增强自信
心，符合孩子的生理发育特
点，是国内唯一最量化最清晰
的教学标准。

▲5月29日，山东省第二届海岸线城市产业布局与空间协调发展研讨会现场。 记者 冯琳 摄

威海推广校园

五人制足球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增国 刘云超) 5月31
日，威海五人制校园足球推广活动
在体育场馆管理中心足球场举行。
各区市15所代表学校进行了校园
五人制足球训练展示，并获赠足球。

31日，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市
妇联联合主办“欢度六一，振兴足
球”威海市五人制校园足球推广活
动及赠球仪式。当天，长峰小学和古
寨小学800多名学生表演了足球韵
律操，孙家疃小学、后峰西小学等学
校在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足球场进
行了五人制校园足球对抗赛，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古寨小学、皇冠
小学等各区市代表学校共15所获
赠足球。

据了解，威海计划未来3年建
设9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实现全
市中小学校具备开展校园足球的师
资、场地、经费等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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