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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区作家协会

南海的早晨
文/徐元皆

徐元皆,1962年11月生于文登区,宋村
镇,渠格村。1979年高中毕业，1984年参加
工作，现为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201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11年加
入文登作家协会，先后在《山东青年作
家》上发表：短篇小说《老疤》、《撕两烟》、

《金贵》、《念想》等，其中小说《老疤》荣获
“山东青年作家‘新锐文学奖’小说类三
等奖”。在2015年，威海市委宣传部举办的
抗战70周年征文中，小说《田七抗日》获得
优秀作品奖，并在《威海文艺》上发表。在

《文登文艺》上先后发表过：散文《冷冬》、
《风儿给我的记忆》，小说《我的母亲》、
《一切为了节约》、《椅子的故事》、《兰花
小被》等作品。在《文登大众》上发表过：
散文《风》等作品。2015年，小说《老疤》等
三篇作品，选集与《香山文集》中。2018年
12月，创作的歌词《故乡的老井》在2019年
9月，建国70周年，威海市第六届原创歌曲
大奖赛中，获得歌词三等奖。

文登南海新区，已升格
为：威海南海新区。

威海南海的早晨，比别
处更为特别：当红日撑开黑
夜、驱散浓雾、烧尽残云，被
海中浪花慢慢托起的时候，
这里天色早已大亮。在新一
轮朝阳的照耀下，威海南海
新区1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处处呈现出一派腾腾的旺
气。她好似一个美丽少女，刚
刚梳理过秀发，涂抹完胭脂，
穿戴好嫁衣，更加青春靓丽，
引人留恋往返。

一群海鸥清脆地叫声，
划破长空，迎着晨曦，展翅翱
翔在碧海蓝天之间。

威海南海深秋的早晨，
微风习习，却并无寒意，但使
人感觉清爽无比！一条33公
里的圣海路，与5公里的进港
路，拉近了人们同南海新区、
南海埠口新港的距离。2万吨
码头泊位已经竣工，四座擎
天导轨塔吊，高耸入云，巍然
屹立。远处几声长笛打破宁
静，一艘艘航船亲吻着新港，
缓缓向这里驶来，未来30万
吨大港的雏形，呈现在眼前。
祖国东端的山东威海南海新
区 ,南海埠口新港，黄金海
岸，正迎着朝阳，向前延伸、
向前扩展。威海人民及南海
新区人民，已伸开双臂，迎接
世界五湖四海的朋友，已打
开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

朝阳中：威海南海新区
产业区62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机声隆隆，车流涌动。临
港产业群里，厂房连着厂房，

工地挨着工地，公路管网四
通八达。中国先进技术装备
园的忙碌；中国山东机械设
备零部件基地，天润曲轴文
登南海的落户；台湾科技山
东威海南海新区的入住；海
洋能源、海洋生物制药、海洋
生态化工的崛起，都给这片
热土注入了强大的经济洪
流。

古老的昌阳河以西，98
平方公里，为旅游度假、生活
休闲、养生区，披上朝霞，又
是另一番景象：天然水系、滨
河景观、蓝湖休闲、香水海
域，楼房别墅……包揽欧美
风情、中国古典风情、古韵江
南风情，镶嵌在绿荫、鲜花丛
中，层层叠叠，自然和谐。水
清澈，树翠绿，花争艳，鸟百
灵。当你步入这里，你会心旷
神怡，眼界大开。时而，走进
地中海风光；时而，领略陶渊
明的“桃花源”，时而，感受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
绿如蓝”的苏、杭再现。优美
的自然条件与人们智慧的创
造，绘制出巧夺天工的建筑，
引来天南地北的客人们，在
此永久安家。

万亩松林晨醒早，催的
鸟儿离了巢。林中松香扑鼻、
林茂枝密、青翠盖天，身临其
境给人以“林中树下望天小”
的感觉。游人涉足，鸟不惊，
松鼠翘，菊花放，蜜蜂唱。人
进入“天然氧吧”，滋味别样
爽！怪不得这里被誉为全国
长寿之乡，空气年优良率达
百分百，真可谓：“吸口鲜气

活百年”多少人恨不能把新
鲜的空气装上几瓶，带回城
里与亲友们分享。

威海南海新区，有12公
里的金色沙滩，生活在海边
的人们，天天享受着独特的
风光。头顶朝霞，脚踩沙滩，
面朝大海。清波碧浪潮起潮
落潮潮涌，朝阳沙滩日落日
出日日新。休闲观光的，旅游
度假的，情侣蜜月的，健身锻
炼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或单独，或叁叁、俩俩，或成
群结队，络绎不绝。节假日赏
美景的人更是人山人海。一
年一度的威海南海沙雕艺术
节，吸引着海内外的人们，纷
至沓来。盛夏时节，在这个天
然的海水浴场里，人潮涌动。
仿古亭、台、楼、阁，引人入
胜、美不胜收。

威海南海新区物产丰
富。闻名于世的昌阳稻米和
香脆可口的胶东大花生，各

种鱼、虾、蟹、贝、参等诸多海

珍品上百种。天南地北的宾

朋们，品尝了这里独特的美

味，都赞不绝口。正如歌词里

唱得那样：“来了不想走，走

了常回首”！

威海南海新区，已经被

国务院批准为山东省三大海

洋经济新区之一，并达到国

际化滨海城市标准，荣获联

合国人居奖中的优秀示范新

区，中国最佳创意经济示范

区，山东省最佳投资开发区、

低碳经济十佳开发区、十大

生态旅游景区、十大强势服

务品牌等荣誉称号。

时代的朝阳，赋予威海

人民，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

发挥出无穷的力量。他们用

勤劳的双手和神奇的创造，

谱写出威海南海新区又一新

篇章，威海南海的早晨，明天

会更好！

文登区人社局

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全面推行“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是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的内在要求，是减轻企业
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
举措，是加快信用体系建
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的重
要内容。

日前，山东省“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印发《2020年度山东
省第二次部门联合“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区人社

局立即行动，扎实开展部门
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抽查。主动协调联合检查部

门，制定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实施方案,通过

省政府“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工作平台受领上级布置

的检查任务，并在平台系统

上随机抽取确定执法人员，

同步推送信用平台公开，明

示检查结果，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行政检查阳光、公

开、公正、透明。此次部门联

合检查，涉及人社局的检查

任务共计5项，参与部门10
个，检查对象50户。按照“进

一次门、查多项事”的要求，

人社局严密组织协调管理，

按照各自分工完成抽查任

务，坚决杜绝自行检查，坚

决杜绝重复检查,为劳动者

提供高效优质的执法服务，

确保工作人员秉公执法、依

法用权，有效提高行政监管

效能、共建良好营商环境。

(潘晓明)

社保补贴相关问题解答
问：4050社保补贴申请需要什么

材料，去哪里办手续？
答：申请人员需要以下材料到户

口所在地街道(镇)保障所综合服务
大厅申请，或者个人登陆“威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自行申
请。

(1)居民身份证或二代社保卡；
(2)持旧版《失业证》的申请人，

未采集失业登记信息的，需提供失业
证；

(3)户口薄或居住证。
(刘新伟)

问：我有自己的营业执照，请问
可以申请4050吗？如果不行，注销后
可以申请吗？

答：有营业执照的，不能申请
4050补贴。即使注销，本年度内也不
能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补贴
范围：

(1)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
(2)申请年度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的；
(3)已享受完一轮就业扶持政策

的；
(4)属本市用人单位就业转失业

人员，失业前在最后一个单位缴纳社
会保险费不满一年的；

(5)属于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
人员的；

(6)申请年度登记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或为公司法人代表及股东的；

(7)申请年度登记为民办非企业
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等机构法人
代表的；

(8)申请年度登记为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或合伙人的；

(9)无正当理由3 次不接受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介绍上岗以及拒绝

接受其他公共就业服务的或终止就
业要求的；

(10)其他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条件的。

办理地址
地址：各镇办民生保障服务中心

(郑伟)
问：2020年度文登区的4050社保

补贴什么时候开始申请？2019年申请
的还需要重复申报吗？

答：2020年度“4050”灵活就业人
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日期为9月21日
-10月30日，逾期未申报的，不予补
贴。

2019年度已经享受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的人员，无需重复申报，经办
部门审核后会继续发放。

(张子龙)
问：“4050”社保补贴的申报条件

是什么，不知道是否符合？
答：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

能力和就业愿望，在文登区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办理档案托管手
续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一年以上的
下列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申报补贴：

(1)上年度末，女性年满40周岁、
男性年满50周岁的本市用人单位就
业转失业人员；

(2)零就业家庭成员；
(3)低保家庭成员；
(4)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成员；
(5)抚养未成年子女单亲家庭成

员；
(6)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人员。
办理地址
地址：各镇办民生保障服务中心

(孙贝贝)

外用药膏为啥会出现大红脸

本报文登10月21日讯 在门诊
经常会碰到这种患者，面部原来就
是每逢换季有点儿脱屑，轻度瘙痒，
自己到药店买上一支药膏，开始好
用，停了就复发，反复用几个月，结
果面部皮疹越来越严重，用这个药
膏也不管用了，而且面部出现发红、
发热的症状。

文登区皮肤病医院专家介绍
说，这种情况属于外用药物引起的
激素依赖性皮炎。很多患者面部出
现皮肤病，图方便省事儿，自己到药
店拿一支药膏，有些药膏是消字号
药膏，成分标注不明确，可以治疗很
多皮肤病，但药膏里可能添加了激

素，刚开始使用时效果比较好，随着
使用时间的延长，激素的副作用开
始出现，面部皮肤感觉干燥、瘙痒、
发红，皮肤灼热感非常明显，特别是
情绪激动或者外界环境温度增高
后，面部发红和灼热感更加严重。这
是因为长期反复外用激素类药膏后
引起面部皮肤屏障功能破坏、面部
毛细血管扩张所致。

皮肤专家建议广大市民，如果
面部出现皮肤病，一定及时到专业
的皮肤病医院就诊，根据所患疾病
选择合理的药物，而不是盲目外用
药膏，引起激素依赖性皮炎。

(张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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