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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审计局
加强队伍建设

本报12月12日讯(通讯员
周子敬) 今年来，荣成市审计
局紧扣工作实际，通过狠抓廉
政教育、“两学一做”、培训指
导、审计回访等工作，大力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审计干部
更好地依法履职尽责。

乳山国税
规范服务流程

本报12月12日讯(通讯员
沙婷婷) 日前，乳山税务部门
分别设立代开窗口各5个，国税
窗口代开发票之后，即时传递
给地税征收窗口，由地税窗口
征收其附征地方税费，实现税
款征收零漏洞。

同时，乳山市国税局加强
委托第三方代开发票管理，重
点规范第三方代开增值税发票

流程，促进第三方代开发票规
范化。

乳山供电
确保一线安全

本报12月12日讯(通讯员
宋俊峰) 为确保一线工作的
安全，乳山市供电公司成立了
安全生产督查小组。乳山市供
电公司各基层单位和供电所每
天将次日所有现场作业点的安
全方面信息汇总上报，公司督
查 小组随机突击检查，对现
场检查到的问题，当场制定措
施及时解决问题。

经区审计局
推动重点项目拆迁
本报12月12日讯(通讯员

郑卿) 为全力配合重点项目
建设，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运行，审计局采取加强房屋权
属审查；明确拆迁补偿数量；严

格确认补偿标准；建立档案备
查制度等措施，加强拆迁补偿
资金审计监督，有效规范了拆
迁补偿工作，切实维护了群众
的合法权益。

20件品牌获奖135万元

本报威海12月12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于淑华)
近日，经市财政局、市经信委

核定，20件商标、产品和服务项
目符合《威海市实施品牌战略
奖励办法》，市财政兑付资金
135万元。

截至目前，威海全市企业累
计获得品牌数619件，其中，中国
驰名商标35件、山东著名商标
128件，威海知名商标177件，中
国名牌产品19件，山东名牌产品
220件，山东省服务名牌60件。通
过实施品牌奖励，进一步促进了
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企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学校“生活教育”特色
理念的引领下，为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12月11
日，长征小学成立木工社团。

木工社团老师为学生们
精心安排课程，让学生理解精
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从小树立对学习和工作
认真负责的态度。长征小学始
终倡导“教育即生活，生活即
教育”，木工社团成立受到很
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

侯彩霞
为推广现代化教学手段，

促进电子白板在教师常态课
中的应用，10日，长征小学“网
络空间”站点举行以“如何使用
电子白板”为主题的白板培训
活动。长征小学希望通过此次
培训，增强电子白板在教学中
的应用实效，把好方法推广到
各个学科，让信息化教学手段
更好为学生成长服务。侯彩霞

12月8日，长征小学开展
“八会习惯养成”课堂教学大
赛。经过两轮扎扎实实的研
究，长征小学学生的学习习惯
在螺旋反复中得到了有效培
养。今后学校将进一步加大习
惯培养力度，扎实推进“生本
课堂”建设，不断提升学校整
体教学水平，为学生的终身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侯彩霞
日前，市实验小学对各处

室档案管理员进行专项培训。
徐君

为加强校园常规管理，促
进学校少先队工作，皇冠小学
举行2016—2017学年度“少年
强 中国强”少先队大队委改
选。 许凌云

日前，威海市审计局组织
干部职工到中心血站参加无
偿献血。

梁海威

一直以来，日照绿茶因被
誉为“中国绿茶新贵”。其富含
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
和微量元素，常饮日照绿茶，能
达到预防脑心血管疾病、提神
健胃、降压利尿、消食醒酒、防
癌抗辐射、减肥美容、延年益寿
等功效，深受威海消费者的好
评和赞誉。

本报自去年就开始联合
日照知名茶厂销售正宗日照
绿茶。一期活动开始后，除了

个人订购，企业采购也不在少
数。王先生在一家企业负责采
购业务，他告诉记者，前几年，
公司每年夏天都会购买日照
绿茶作为员工福利。但是这两
年来，这种福利逐渐取消了。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量的
南方茶冒充日照绿茶混杂在
茶叶市场，普通市民难辨真
假，导致很多像他这样想喝日
照绿茶的市民不敢买了。现在
夏天到了，很多员工很想喝上

一口纯正的日照绿茶，他本想
到日照直接采购，但考虑到对
市场不够熟悉，还是有些犹
豫。

日照是我国江北最大的绿
茶生产和加工基地之一，拥有

“北方绿茶之乡”的美誉。自
1966年南茶北移成功，至今已
有40多年的历史，目前日照市
拥有生态茶园约8000公顷，茶
叶生产加工企业300多家，茶农
近30万人。

原原产产地地直直供供，，品品牌牌正正宗宗

正正宗宗日日照照绿绿茶茶特特卖卖进进行行中中
原价120元，现价70元；原价280元，现价180元；数量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0631-5203337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海滨北路8号乐达快捷酒店12楼

原原价价112200元元，，现现价价7700元元

原原价价228800元元，，现现价价118800元元

正是因为如此的好品
质，本报去年销售的日照绿
茶备受威海市民的青睐。短
短几天时间里，近2000斤日
照绿茶被市民抢购一空，期
间本报还曾多次从茶厂补
货。此次直销惠活动在威海
茶友当中口口相传，获得了
良好的口碑。

虽然本次活动售出的日
照绿茶价格较低，但质量毫
不含糊。业内人士介绍，在茶
叶零售市场，仿冒日照绿茶
比较普遍，目前市场上很多
日照绿茶，相当一部分都是
浙江或湖北一带的绿茶，尤
其以浙江绿茶为主，而不是
来自原产地。

茶厂相关负责人介绍：
“日照的光照时间充足，而且
是海洋性气候，空气比较湿

润，很适宜茶树生长。此外，
我们北方相较南方昼夜温差
更大，农作物生长积累的营
养物质比较丰富，叶片厚，香
气高，滋味浓，耐冲泡，有一
种消费者非常喜欢的浓郁板
栗香。而此次活动所销售的
茶叶正是具有这样的品质。”
本报同样承诺：所有茶叶都
来自原产地，保质保真，茶叶
质量有保障。本活动售出的
每一斤茶都来自原产地，在
采用现代机器加工保证产量
的同时，更加注重传统人工
制茶工艺的延续。由于在茶
叶零售终端，假冒茶叶原产
地、以次充好的“假茶”普遍
存在，因此本报对接茶厂，省
去所有中间环节，确保所有
的茶叶都是来自原产地，品
牌正宗。

订购电话：0631-5203337

南方茶冒充日照绿，超半数不正宗，
目前茶叶消费市场上，日照绿茶仿冒严
重。如何才能买到正宗的日照绿茶？本报
再次联合知名茶厂举行直销惠活动。届时
原价120元/斤的保真日照绿茶，现价只需
70元/斤；原价280元，现价只需180元。

近日，东风雪铁龙通过官
方网站宣布，对2016款东风雪
铁龙C4世嘉全系列进行官方
降 价 ，并 同 时 宣 布 取 消 了
230THP(1 . 2THP)手动舒适型
和350THP(1 . 6THP)自动旗舰
型两款车型。此次C4世嘉官降
针对不同的排量降幅也不同，
其中1 . 6LCVVT车型均降价
9000元，230THP(1 . 2THP)车
型则减少12000元，可谓是诚意
满满！

此次调整仅为官方价格下
降，全系配置暂无任何变化。东
风雪铁龙以本次官降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C4世嘉家族的销
量水平，填补经典世嘉停产之
后，“新爱丽舍-经典世嘉-C4
世嘉”中间的真空地带，并对全

新英朗(10 . 99-15 . 99万)、新朗
逸(10 . 99-15 . 99万)、全新科鲁
兹(10 . 99-16 . 99万)形成1万元
以上的价格优势。

东风雪铁龙C4世嘉的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 5 8 8 / 1 8 0 0 /
1496mm，轴距为2610mm。新
车提供珠光白、琉璃金、水晶
银、碳晶黑、玛瑙红、铂金灰六
种车漆。

外观配置方面，新车全系
标配电调后视镜集成转向灯、
卤素前大灯以及大灯伴我回家
功能、3D熏黑尾灯、隔音膜前
挡风玻璃、绿色隔热车门玻璃、
后窗隐藏式天线等，高配车则
提供自动大灯、LED日行灯、17
寸轮圈等配置。

东风雪铁龙C4世嘉依旧

采用了雪铁龙家族的三辐式方
向盘，长条形的空调出风口颇
具个性，而中控面板在配上一
块带屏幕之后，下方的控制区
域相当简洁。C4世嘉全系标配
7英寸彩色多媒体智能触屏系
统，更有智能免钥匙进入系统
+一键启动、Citroen Connect车
载互联系统等配置。

舒适性配置方面，新车标
配6扬声器、车外温度显示、四
向调节方向盘、防夹手车窗等
配置，另外中高配车有自动雨
刷、防炫目内后视镜等，座椅方
面，1 . 6LCVVT及2 3 0THP
(1 . 2THP)的舒适型车型装配
了织物座椅，1 . 6LCVVT和
230THP(1 . 2THP)豪华型则配
备了织物与真皮的双拼座椅，

而 2 3 0 TH P
(1 . 2THP)旗
舰型则装配
了真皮座椅。

动力方面，官降之后的2016
款东风雪铁龙C 4世嘉提供
1 . 6LCVVT自然吸气发动机与
230THP?PureTech(1 . 2THP)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其 中 ，
1 . 6LCVVT发动机最大功率
86kW(117PS)，峰值扭矩150Nm，
匹配5MT及6AT的车型，综合工
况油耗成绩均为6 . 2L/100km；
230THP?PureTech(1 . 2THP)发
动机最大功率100kW(136PS)，
峰值扭矩230Nm，搭配6AT，综
合工况油耗5.2L/100km。

安全配置方面，新车标配前
双气囊、前排预警式安全带(高

度可调)、ESP车身稳定控制、
EBA紧急制动辅助、ASR驱动防
滑控制、坡道辅助系统等。另外，
高配车有前排侧气囊、侧气帘以
及胎压监测等选项。

值得一提的是，东风雪铁
龙此次进一步强调了C4世嘉
车系的安全特性。“因安全带来
家庭关爱的家轿”的市场定位，
来自C-NCAP“五星安全评价”
和C-ECAP最高荣誉“白金
牌”，分别在碰撞安全和汽车环
境安全方面(车内空气质量、车
内噪声、有害物质、综合油耗、
尾气排放)优于同类竞品。

CC44世世嘉嘉官官降降：：给给你你1100万万家家用用车车的的顶顶级级享享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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