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黄金要素，打造威海首个SOHO产品
40-150平米时尚奢享SOHO，行政级温泉海公馆同步发售

由威高集团和迪尚集团
携手打造的威高广场，继7月
18日商铺开盘当天劲销85%
之后，金秋九月，威高广场两
大高端产品线温泉养生公寓
和都市奢享SOHO开启认
筹。作为威海首个SOHO类
型的物业，SOHO却早已是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备受投资客热捧的物业类
型，而SOHO的真正价值，则
具体体现在商住两用和投资
等 多 方 面 。真 正 优 质 的
SOHO产品，则需地段、功
能 、户 型 等 四 大 要 素 构
成……
要素一：独享城市商业核心

雄踞威海城市最核心地
段，依托威高广场一站式商
业配套，丰富多元业态，全面
满足生活需求。周边多达40
余条公交线路林立。威海港
客运站、旅游码头环伺周边。
半小时畅达威海机场，外部
威海港便捷通达国内外。

要素二：全系精装，财智空间
时尚奢享SOHO，3 . 3-

3 . 6米大尺度挑高，灵智空
间，简约装修。免去繁琐的装
修工序，更留给业主更大的
创意空间，超高性价比，领钥
匙即可出租收益。
标准三：超高性价比，低风险
置业

在众多投资品里，商业
地产具有风险低、收益稳固
的优势，无疑是一个很好的
选择。其中，SOHO类产品由
于面积小、总价低，成为中小
额资金的首选，小投入，大回
报。
标准四：商住两用，全功能产
品

威高SOHO，内部空间
灵活多变，可以满足多种需
求。如自住，客户依靠威高广
场，下楼就可以享受一站式
繁华配套，生活便利。对于一
些中小型企业、自主创业、广
告公司等，SOHO还可以作

为办公场所。威高广场本身
就是商业中心，可以提升企
业的知名度和形象，丰富的
配套、便利的交通也有利于
商务办公的效率和舒适性。
5000平米私汤会所，行政级
温泉海宫馆

威高御泉湾，对望一线
海景，奢藏一生海岸私属观
邸。更有顶级温泉会所配备，
顶级奢华装修标准，极尽奢
华，演绎巅峰名门的传奇生
活舞台，更配合24小时尊崇
星级酒店式服务，高端管家
式服务，别样生活开启一生
奢享。
40-150㎡时尚奢享SOHO，精
装空间VIP卡认筹中

威高SOHO，依托威海
最中心城市综合体，打造领
先国际的投资升值恒资产，
集结最中心地段、最规模综
合体、最时尚购物中心，多重
价值保障，40-150㎡灵智空
间，同步国际现代简约精装

风格，3 . 3—3 . 6米大尺度
挑高，灵动空间，自由挥洒。
居家生活时尚摩登，商务办

公彰显身份，商住双重选择
随心创意。投资理财的首选
产品，超高含金量备受热

捧，未来升值潜力无限。即
日起VIP优惠卡开启认筹，
数量不多，敬请把握。

威威高高SSOOHHOO

公 告
山东永鸿航运有限公司

山东永鸿航运有限公司
经研究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威海市蓬勃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

威海市蓬勃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在 2 0 1 1年
7月 1 4日核准的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鲁 税 威 字
37100257935618号，声明作
废。
威海杰鑫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威海杰鑫物资回收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在 2 0 0 9 年 2
月 1 6 日 核 准 的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鲁 税 威 字
371002695422065号，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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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城市天气预报

威海 晴间多云 17～22℃

荣成 晴间多云 16～22℃

文登 晴间多云 16～22℃

乳山 晴间多云 14～23℃

威海主要景区天气预报

刘公岛 晴间多云 17～22℃

成山头 晴间多云 18～23℃

赤山 晴间多云 18～23℃

圣经山 晴间多云 16～22℃

银滩 晴间多云 14～23℃

天天气气 周六让我们一起徒步净滩吧
志愿者已达百人，活动报名今天仍继续

本报威海9月13日讯(记者
刘洁) 由中粮可口可乐威海分
公司主办的2012“爱我海洋”志愿
者健步净滩活动将于9月15日(本
周六)上午在威海海水浴场举行，
目前报名的志愿者已多达百人。
他们将一起到海滩捡拾垃圾，还
海滩洁净。活动结束后，主办方
还将举办沙滩排球、沙滩书画和

协力绑腿跑等趣味活动。
净滩活动起源于1985年，自

1989年起将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
六定为“国际净滩日”。至今，全
球已有超过一百个国家同步响
应，成为保护全球海洋的一个主
要活动。

今年净滩活动主题为“呵护
美丽海滩、共建你我乐园”。主办

方希望通过净滩活动号召广大市
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保护蓝色
海湾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城市环
境、城市文明发展做出一份努力。

活动结束后，志愿者和广大
市民还将举行沙滩排球、沙滩书
画和协力绑腿跑等趣味活动。今
天活动还可继续报名，有意者可
拨打13061131065。

威海举行老年人太极拳剑赛
环翠区等三支代表队获最佳表演奖

本报威海9月13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房春晖) 9月
12日，2012年威海市老年人太极
拳、剑比赛在威海市文化艺术中
心举行。全市共7支代表队参赛，
参赛选手们的表演赢得了观众
的阵阵掌声。

此次比赛由威海市老年体

协主办，环翠区老年体协承办。
比赛分为42式太极拳竞赛套路
和 4 2式太极剑竞赛套路，威海
市全市共有7支代表队参赛。比
赛中，各参赛队选手都表现出
了很高的水准，一招一式动作
舒展、整齐划一，无论是打拳还
是舞剑，都宛如行云流水，刚柔

相济，轻灵圆活，为现场观众展
现了一幅幅、一幕幕生动的太
极拳、剑魅力画卷，博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环翠区等
三支代表队获得最佳表演奖，
荣成等四支代表队获得优秀表
演奖。

农业部来威

检查水产品地理标志
本报威海9月13日讯(记者

林丹丹 ) 近日，农业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来到威海，专项检
查水产品地理标志管理情况。

检查组在威海重点检查了
“荣成鲍鱼”、“荣成裙带菜”两个
地理标志产品的标志使用和质
量监管情况，并对威海水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给予了高度肯定。

自2011年以来，威海不断提
高对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工作
的认识，深入开展了水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申报工作，“荣成裙带
菜”、“荣成鲍鱼”、“荣成刺参”、

“威海扇贝”、“威海蚬蛤”五个品
种先后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认证，认证面积达32 . 7万亩，认
证产量达66万吨。

文登实验中学

开展“基地教研”活动
本报威海9月13日讯 (记者

林丹丹 通讯员 于德妮)

近日，文登教研中心部分教研员
来到实验中学蹲点听课，开展

“基地调研”活动。
教研员和实验中学教师一

起分学科听了四位老师的课。课
后召开了座谈会，上课老师针对
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
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简单介绍，
听课教师结合实验中学课堂自
主学习教学模式实施，多角度对
上课老师的课进行了点评，对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提出
了逐步改进完善的方法和措施。

体体彩彩

排列3第12250期中奖号码：
9、9、9。
排列5第12250期中奖号码：
9、9、9、5、2。
联网22选5第12250期中奖号
码：05、10、12、19、21。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
奖截止日为2012年11月11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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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社会证书考试本周开考
威海共972名考生赴考

本报威海9月1 3日讯 (记者
刘洁) 15日，威海878名考

生将参加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
考试。16日，94人报名参加管理
系统中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块考
试。

威海市共有 8 7 8名考生参
加一级至四级共 4个级别的全

国英语等级考试，考点分别设
在文登师范学校、威海卫生学
校和文登日语学校。考期一天，
上午考笔试(含听力)、下午进行
口语考试，考试成绩将于 1 1月
上旬在威海教育网公布。

16日将进行的全国计算机
应用技术证书 (N IT )考试地点

设在威海职业学院，有 9 4人报
名参加管理系统中信息技术的
应用模块考试。NIT考试分过程
式考核、作业设计考核和上机
考试三个阶段。合格者可获得
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
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和考试中心
印制的合格证书，全国通用。

停水信息

9月14日8：00至22：00，威海
水务集团将对潍坊路DN200管
道实施改造，届时，停水施工将
影响怡静园A、B、C楼、颐康府、
怡心苑除高压的其他用户、顺河
街89#、91#、辛汪寨51#、53#、55#

楼用户的正常用水。
本报记者 许君丽 整理

能否和多家单位签就业协议？

问题：毕业生能否和多家单
位签订就业协议？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每位毕业生只能与
一家单位签订就业协
议。同时与多家单位签
订就业协议的行为是违
法的，不仅协议无效，而
且将受到追究、处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王帅
整理

导读

9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

食堂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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