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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季节，警惕暖气病
需要从饮食、穿衣等各方面做好“功课”

300名“骑士”逐梦樱花湖
捷力150全国自行车耐力赛暨山东省第三届沿海骑行(荣成站)开赛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黄
君君) 天气渐冷，荣成的预
供暖工作已经开始。在供暖季
享受温暖的同时，荣成国际旅
行卫生保健中心工作人员提
醒市民，要防范暖气病。

供暖后，随着室内温度上
升，灰尘、细菌等过敏原易随
温度的升高漂浮在空气中，引
起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疾病。
因此，供暖前期来一次家居大
扫除，用湿抹布清扫家中的卫

生死角，如果家中铺了地毯，
还要定期用吸尘器清理。此
外，窗帘、床单、沙发罩也是灰
尘集中地，要勤换洗。

供暖后，室内空气不流
通，人容易出现头晕、口鼻发
干等症状。早晚开窗多通风，
能使人体适应供暖后突然升
高的温度，调节人体对温差的
适应能力。一般早晚各开窗通
风一次，每次开窗时间不少于
30分钟。同时，可以平均两天

进行一次熬醋熏蒸或过氧乙
酸消毒。

冬季气候干燥，供暖后室
内温度较高，体内水分容易缺
失。供暖期间，尽量多喝开水，
多吃蔬菜水果。另外，要选择
一些温热性质的食品，不吃或
少吃辛辣食品，不饮或少饮
酒。

另外，在家和外出时要注
意穿衣的厚度，避免因温差太
大导致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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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荣宣)
日前，荣成市第二届苹果、茶

叶擂台赛在体育活动中心举
行。经过专家严格筛选，最终有
20个苹果样品和8个茶叶样品
分别获奖。其中，俚岛镇正宇农
场和王连街道上夼村李文军推
荐的苹果获得特等奖，捧走“果
王”奖杯，崖西镇得圣泽果茶和
荫子镇怡欢青茶场推荐的茶叶
获得一等奖。

此次比赛，分为苹果组和
茶叶组，邀请了我省著名的果
茶专家组成专家评审委员会，

分别对参赛的苹果样品和红
茶、绿茶样品进行综合评比打
分。

苹果方面，专家根据果形、
果色、单果重等外观和其内在
品质进行综合打分。评比中，专
家组一致认为，今年荣成市参
赛苹果的品质与往年相比，有
了较大提高。“我觉得今年的果
品水平质量最高。外观上，果格
大、果型端正、有光泽、着色比
较全面，内质上，荣成苹果皮
薄、肉质细脆、汁液丰富、酸甜
可口。”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

员王金政说。
近年来，荣成市立足发展

现代高效农业战略，重点推广
现代苹果规模化种植。苹果数
量和苹果品质有了显著提高。
全市果园总面积28万亩，其中
现代果园16 . 8万亩，年产量50万
吨，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被评为
全国首批现代苹果标准园创建
单位、全国苹果重点基地县。
2016年荣获全国苹果产业十强
县。

茶叶方面，评委根据其外

形和内质，包括汤色、香气、口
感等进行了客观审评。“总体上
看这一届和第一届相比，显著
特点是红茶样品增多了，第一
届可能是三支红茶参赛，这一
届是十二支红茶，不光是样品
数量增加了，而且红茶的质量，
比第一届也有所提高”。山东省
果茶站研究员段家祥表示。

据了解，荣成市一直下大
气力，加大对茶叶种植的扶持
力度。目前，全市茶园面积超过
6000亩，可年产优质干毛茶450
吨，总产值达到6 .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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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中心实行“综合柜员制”
每个窗口均可无差别受理社保业务，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报荣成 1 1月 1 3日讯

( 荣 宣 ) 1 1 月 1 2 日 ，捷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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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行车耐力赛暨山东

省 第 三 届 沿 海 骑 行 ( 荣 成

站 )在市樱花湖体育公园开

赛。

随着发令枪响，来自省

内12个地区的近300名自行

车运动员如离弦的利箭，飞

驰向前。此次比赛由省体育

总会、省互联网传媒集团主

办，威海市体育总会、荣成市

政府、山东骑行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办。参赛者最大年

龄81岁，最小年龄12岁。赛事

分为全程组和挑战组。全程

组赛程150公里绕湖25圈，挑

战组赛程60公里绕湖10圈。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威海经

区的的李毅、司晓玲等领先

完成挑战组比赛，来自荣成

市的李函雨和烟台的苏哲旭

率先完成全程组赛事。

近年来，荣成市市委、市

政府坚持以“自由呼吸·自在

荣成”为引领，扎实推进创新

型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全民

健身战略和体育惠民工程，

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自行车运动作为一项时尚、

绿色、环保的健身运动，高度

契合城市定位，倍受市民喜

爱。2017年，荣成市因全民健

身组织得力、业绩突出，被评

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

荣成苹果茶叶同台“打擂”争王
20个苹果样品、8个茶叶样品分别获奖

荣成外企原产地证

签证量大幅增长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王敬祥)
今年前三季度，荣成检验检疫局

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10185份、货
值5 . 86亿美元，签证量和签证金额
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9 . 2 5 %和
14 . 03%。其中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
1855份，金额7400万美元。签发一般
原产地证3208份，较去年同期增长
18 . 76%。签发各类自由贸易协定优
惠原产地证5122份，金额2 . 43亿美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 6 . 3 5 % 和
23 . 52%。

今年以来，荣成原产地签证量
增幅明显，特别是自由贸易协定原
产地证增幅显著，得益于荣成检验
检疫局开展“原产地助力优进优
出”百企帮扶行动，确定重点帮扶
企业给予“一对一”指导，召开专题
培训帮助企业解决证书申请方面
的困难，针对出口贸易国开展优惠
政策分析，使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
关税减免。加大原产地业务改革力
度，实施备案和签证无纸化、便捷
签证和一体化签证，提高服务水
平，优化营商环境。

11月8日，2017年度退役义务兵
职业技能培训在荣成市建安职业培
训学校拉开帷幕，此次参加培训的
退役士兵有140多人。退役士兵职业
技能培训工作是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的重要内容，引导退役士兵自谋职
业和自主创业，已经成为党和政府
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重点问题。

汤冬冬
今年以来，荣成经济开发区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在思维创新、
方式创新、服务创新三方面创新
招商模式，招商取得新成效。

张利琴 刘玉海 王思思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充分发

挥医院在寄生虫病和结核病防控
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健康宣
教等方式开展公益性宣传，普及
疾病防治知识，注重必要的医疗
设施投入，提升医务人员专业技
术水平。

李煜

速读

本报荣成11月13日讯(刘
晓波 姜婷婷) 为了方便办
事群众、提高办事效率，荣成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推行“一
门式”改革，实行“一窗式”服
务，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

综合柜员制，即按照前台
受理、后台审核的模式优化窗
口设置，打破前台经办人员工

作中的条块分割现象，将原来
按业务分设的窗口优化整合
为“综合柜员”窗口，实现任何
窗口、工作人员对各项社保业
务通收通办，变群众办事“多
头办理”为“一窗受理”、变“群
众奔波”为“信息跑腿”，实现
了“群众少走路、数据多跑腿”
的一站式服务目标。

自十月份起，荣成市社
保中心试运行综合柜员制，
梳理了社会保险费征缴、参
保登记、资格认证、信息整
理、转诊备案等63项即时办
结和限时办结业务归集综合
柜台，每个综合业务窗口均
可无差别受理社保业务。在
过去，办事人员办理社保业

务要跑多个科室，甚至多个
部门；而现在，办事人员只要
进社保中心一个“门”，到综
合业务柜台一个“窗口”即可
办理相关全部的社保业务。
同时，服务大厅还设置了企
业VIP大宗业务办理区和网
上自助服务区，方便参保单
位和群众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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