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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居住住且且参参保保半半年年可可享享就就业业扶扶持持
威海优化相关创业政策，创办小微企业最高可获30万贴息贷款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程朋) 21日，记
者从市人社局获悉，威海重拳出
击对创业政策进行优化再调整，
除了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场
地租赁补贴以及一次性创业岗位
开发补贴均有所调整外，还提高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
度，最高提高至30万元。

新出台的规定，对个体工商
户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场地
租赁补贴和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标准及条件进行调整，其中，
对2014年6月17日后注册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常经营1年以
上且处于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威海
市户籍就业转失业人员、大学生
(即毕业 5年内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和驻威高校在校大学生，无
户籍要求，下同)，给予5000元的
一次性创业补贴。对于2014年6
月17日以后注册营业执照、处于
法定劳动年龄内且具有本市户籍
的大龄失业人员(失业年度女性

年 满 3 5 周 岁 、男 性 年 满 4 5 周
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抚
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
残疾人员、被征地农民、返乡农
民工及大学生，在所租赁固定场
地正常经营1年以上且未享受场
地租赁费用减免的，给予企业1
万元、个体工商户 5000元的一
次性场地租赁补贴。对 2013年
10月1日后注册的个体工商户，
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
高 校 毕 业 生 ( 不 含 创 业 者 本

人 )，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连续缴纳满 4 个月以
上社会保险，按月向职工支付
不低于当地最低标准工资报酬
的，可按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
岗 位 的 数 量 ，给 予 每 个 岗 位
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

新规定还提高小微企业创
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对于创
办小微企业 (含农民专业合作
社 )的各类符合申请个人创业

担保贷款条件的创业人员，创
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3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2 年，由
财政部门给予全额贴息。

另外，对于在常住地连续
居住 6 个月以上且在当地参加
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的威海市
城镇常住人员，按规定在常住
地进行就业失业登记，并取得

《就业创业证》的，可享受与本
市户籍人员同等的以上各类创
业扶持政策。

大型音乐史诗

《甲午祭》获奖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龙国栋) 日前，
记者从威海市文广新局获悉，我
省第八届泰山文艺奖揭晓，我国
著名词曲作家李富胜、曲波作词，
威海市群众艺术馆组织威海市作
曲家作曲、统筹完成音乐编创的
大型音乐史诗《甲午祭》获音乐类
荣誉奖。

大型音乐史诗《甲午祭》是威
海市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组
织的专题艺术创作。历时数年，精
雕细琢，数度修改，形成了《梦里
有个威海卫》《海云愁》《黄海怒涛》

《中国海之梦》《蔚蓝的梦想》等12
首歌曲组成的大型音乐史诗。由
群众艺术馆蓝色畅想合唱团独立
担纲演出。通过三大乐章，纪念甲
午英烈，警示勿忘国耻，激励中华
图强。作品结构复杂，内涵深厚，
寓意丰富，波澜壮阔，让人前事常
省，催人后事奋进，堪称近几年一
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

《甲午祭》已于2014年12月
26日和今年5月17日在威海大剧
院两次演出，观众反映良好。

乐乐开开怀怀
21日，在环翠楼广场，环翠

楼街道办联合爱心企业邀请了
专业歌舞戏曲演员，为社区老人
献上了精彩演出，共庆重阳节。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9 . 9元西霞口票

被抢3000张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丛文考 ) 西霞口
动物园 9 . 9元“秒杀”票 21日开
抢，首日被抢3000张。目前剩余
7000张，还没抢到的亲们22日—
24日快来抢吧。

10月21日上午10点，同程旅
游开放西霞口“秒杀”票，便被网
友“秒杀”，不少网友迟迟未抢到
票。对此，大家不要气馁，还有机
会：10月22日至10月23日，每天10
点、13点、16点以及24日上午10点
还有7次“秒杀”时间，共计7000张
票。西霞口动物园门票原价为150
元，“秒杀”价为9 . 9元。抢到票后
您可以凭相关票在10月31日及11
月1日到西霞口动物园游玩。“秒
杀”票仅限这两天使用，平日不可
使用。

关于抢票妙招，业内人士提
醒您，提前几分钟登录同程旅游
客户端，看准倒计时，一到时间立
马“秒杀”，一秒钟也不要耽误，抢
到几率便会大很多。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冯
琳) 天气转冷，采摘进入淡季。
虽不及夏季采摘种类多、规模大
等优势，但秋季采摘地儿也不
少，苹果、葡萄等水果尽管没有
草莓、樱桃那么“吸粉”，采摘价
格较低成为金秋采摘一大优势。

秋季采摘，苹果相对风头正
劲。文登区一苹果采摘园园主
说，苹果采摘一般持续到11月
上旬，入园费 20元— 30元/人
次，带走每斤约5元。乳山正华
石佛山景区相关负责人赵鲁娜
女士介绍，葡萄采摘也接近尾

声，散客及包车团都不在少数。
该景区还开展山楂及柿子采摘。
赵经理介绍，比起苹果和葡萄采
摘，山楂和柿子采摘是“小头”，
采摘业务量不算太大。

相比夏季，金秋这几种采摘
带走价格要便宜不少，采摘游性

价比较高。11月份，水果采摘将
进“空窗期”。苹果采摘将于11
月上旬结束，大棚草莓采摘需等
到 12 月份。为弥补这一“空窗
期”，不少乡村游景区及采摘园
采取11月份开展蔬菜采摘等方
式揽客，捱过“青黄不接季”。

金金秋秋采采摘摘不不少少，，全全家家游游走走起起
价格较低成采摘“吸粉”优势，水果采摘11月将进“空窗期”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赵锋 ) 日前，盗
窃犯罪嫌疑人吉某被民警抓获，
并被刑事拘留。近期以来，吉某
在环翠区接连爬楼入室盗窃，作
案8起，且均是从住户家厨房窗
户爬进。民警提醒，敞开厨房窗
户最易被小偷盯上，低层住户应
反锁窗户并加装防盗网。

9月30日，环翠区孙家疃街

道某小区周先生起床后，母亲告
诉他，他的挎包扔在地上，被捡
起放椅子上了。周先生莫名其
妙，拿起包检查，发现包内4000
元不见了。周先生这才意识到，
家中进贼了，赶忙清点了家中财
物，发现相机和手机也不见了。
同一天，该小区另一居民王先生
也发现家中3000多元被盗。

民警勘查现场后确认，小偷

是从厨房窗户入室盗窃的。周先
生和王先生的家均是二楼，虽眼
下天气渐冷，他们在夜间入睡前
也关了门窗，但厨房窗户只是拉
上却没反锁。公安环翠分局刑侦
大队民警对案发现场监控录像
进行分析，最终把犯罪嫌疑人锁
定为外来务工人员吉某。10月
18日，民警将吉某抓获，并带领
吉某指认现场。

经查，吉某是四川人，不久
前来威打工，结识了同乡曲某
(在逃)。两人手头一拮据便四处
行窃。从9月28日至10月4日，两
人攀爬居民楼入室盗窃，共得手
8起。据吉某交代，居民一般不
易听见厨房动静，且很多居民没
有反锁厨房窗户习惯，他们均是
选择低层住户下手，一旦发现厨
房窗户未反锁，便入室行窃。

连连偷偷八八户户，，全全是是从从厨厨房房溜溜进进去去的的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李
彦慧 通讯员 周怡 王静)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化妆品检
测区域性中心实验室(威海)获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筹建。

该实验室建成后，将为进
口化妆品执法把关提供科学、
准确的检测数据。威海检验检
疫局工作人员说，该实验室争

取建设成为国内化妆品检测领
域仲裁实验室和国外认可的第
三方实验室，对外承接化妆品
检测。实验室将满足按我国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参数进行
检测的需要。化妆品重金属、荧
光剂等含量都能被检测出。

近年来，威海口岸进境韩
国化妆品增势明显。2014年威

海口岸进口韩国化妆品货值
1929万美元，占全省进口总额
的90%以上。2015年，威海韩国
化妆品进口量连续5年上涨，较
2010年增长约5倍。围绕威海对
韩贸易发展检测需求，威海检
验检疫局加大实验室投入力
度，提高检测能力，扩展检测范
围，今年以来，威海检验检疫局

新开展了12类产品、99个检测
项目。该局检测项目现已达到
1800余项，今年又投入1200万
元用于实验室改造。

目前，国家质检总局化妆
品检测区域性中心实验室(威
海)图纸已经设计完成，下月即
将对外招标，预计明年就能建
成使用。

化妆品检测区域性中心实验室(威海)获批

代代购购化化妆妆品品不不放放心心，，实实验验室室可可测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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