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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威海万达风行 2014款景逸新车现车到店
近日，笔者从东风风行威

海万达4S店处获悉， 2014款
景逸现车已到店，诚挚邀请您
莅 临 展 厅 赏 车 ，咨 询 热 线
5377567！据了解2014款景逸
通过外观、内饰、配置、品质、
舒适性和性价比六大方面全
新升级，在景逸家族“加大号
空间”产品基因的基础上，更
加注重驾乘舒适感受提升。

2014款景逸在原有流畅
操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优
化，以更具特色的轿车化操
控，带给驾驶者全新的舒适便
捷操控体验。外观更显时尚活
力，整车采用流线型设计，熏
黑的鹰眼大灯与横拉式镀铬
进气隔栅浑然一体，全新设计
的法系后视镜流露出城市的
浪漫气息；此外，内饰颜色采
用了最流行的温馨浅色内饰
设计，让驾乘者拥有耳目一新

的舒适驾乘感受。
2014款景逸拥有4347mm

×1835mm×1677mm的长宽
高，轴距达到了2685mm，为驾
乘者提供了宽敞驾乘空间及
舒适的驾驶空间。高达1970L
的超大行李箱空间，可以轻松
容纳大件运动、休闲类装备，

全面满足日常工作、生活、休
闲等多重用车需求。

2014款景逸将给消费者
带来更加舒适的驾乘体验，值
得期待。作为自主大两厢的销
量冠军，风行景逸在2014款新
车推出后将有望继续领跑自
主品牌大两厢市场。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

于2013年8月22日上午9：30在牟
平区交通局南二楼会议室对貂、
狐狸、貉等动物一宗(数量共约
10万只左右)进行公开拍卖。

注：该宗动物适用于养殖
户、加工企业等。

竞买保证金：约18户，30万
元人民币/户(须于拍卖日前一
天上午11时之前到达本公司指
定帐户，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
不予办理。)

竞买须知：竞买人拍卖成交
后，须于拍卖成交当日内付清全
部拍卖价款。
展示时间：2013年8月19日、8月
20日
展示地点：标的存放地
办公电话：0535-6618302
办公地址：烟台市南大街267号9F

烟台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4日

2244日日，，安安利利纽纽崔崔莱莱健健康康跑跑起起来来
不设任何报名门槛，不计名次，参与者均有机会获奖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王帅 )
13日，记者从安利纽崔莱健康跑

新闻发布会获悉，2013年威海安利
纽崔莱健康跑将于8月24日在威海
国际展览中心广场开赛。健康跑活
动在威海开展三年来，吸引了近
1 . 5万名市民热情参与。除跑步运
动，活动还设置“活力派”，首次增加
互动性更强的水果达人、健康最强
音、极速投篮等环节。

安利纽崔莱健康跑是一项不分
年龄、性别的体育活动，它融慢跑、
游戏、表演、健康知识传播于一体。

本届安利纽崔莱健康跑以“挥洒活
力 跑向未来”为主题，路线从国际
展览中心广场出发，途经海滨路、青
岛路，终点站为国际展览中心广场，
全程约5公里。

除了跑步运动，活动现场还将
特别设立“活力派对”，届时，将呈现
市民自演节目等活力动感环节。另
外，除健康咨询、健康测试等传统环
节外，今年活动新增加水果达人、健
康最强音、极速投篮等环节，互动性
更强，以让参与市民在娱乐中学到
健康知识。而令人期待的现场抽奖

环节，也将为市民送上更多丰富礼
品。

活动没有任何报名门槛，不计
名次，采取现场抽奖的方式，全程参
与的参赛者均有机会获奖。

目前，健康跑活动仍接受报名，
报名时间截至8月20日。团体报名
地点为文化中路78-2威海市体育
局 群 体 科 ，报 名 电 话 为 0 6 3 1 —
5802737；个人报名地点为青岛北
路69号C座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威海店铺，报名电话：0631—
3637888—380。

威威海海将将在在沪沪““安安营营扎扎寨寨””招招客客源源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
帅) 不再坐等客户，主动出门
找外资。13日，记者从威海市
国际投资促进中心获悉，威海
将在上海设立临时性招商机
构，以便及时准确掌握一手投
资商机，减少出国招商成本。

上海是中国经济、科技、工
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
心，随着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
量的增加，上海已成为中国大
陆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最集中的城市。

根据《2012年上海对外开
放形式研究报告》显示，2012
年上海合同利用外资连续两年
超200亿美元，外商累计在沪
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
性公司、研发中心总数达1008
家。

目前，全国各地招商机构
纷纷抢滩上海，省内青岛、日

照、烟台、临沂等地市及其辖区
招商机构早已在上海设“点”，
且都创下了不菲业绩。

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威海的不少外
企总部均在上海，上海及长江
三角洲区域城市面临产业转
移，威海恰有这个实力承接相
关项目。据悉，赴沪重点招商领
域为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
新医药、海洋、现代农业、现代
服务业等产业。

此次在国内其他城市设招
商机构是威海市商务部门的首
次尝试，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出
国招商成本，还可以参加各国
商会、相关协会组织的招商活
动，积极推介威海优势及六大
区域，掌握一手投资信息，寻求
更多外商来威海投资。本月19
日，市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工作
人员将赴沪招商。

威海5项目获省级

专项资金1500万元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柴志
军) 日前，威海市碳纤维半预浸料
及工艺设备、高强度镁合金及其深
加工工艺和装备、多孔态聚合物锂
离子动力电池及系统集成、高效双
锥体重介质旋流器、飞机地面抱轮
移动技术装备等5个项目，被列入
省级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专项计划，
获得省级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专项资
金1500万元，当年到位1000万元。

日前，工信部发布2013年第二
十七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威
海北洋电气集团以25 . 6亿元的营
业收入位列第80位，这是北洋电气
集团第16次入围该名单。

据悉，北洋集团现达到年产专
用打印/扫描产品60万台、光纤传
感产品1200公里、RFID读写设备2
万台、电子部品2亿件的生产能力。
下一步，北洋电气集团将借助自身
在电子信息及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
累和市场经验，积极参与威海“智慧
城市”建设，促进公司战略转型。

记者 王帅

日前，文登公路局养护人员在
文登309国道等国省干线公路两侧
的法桐树喷洒药液，防治第二代美
国白娥病虫害，这也是今年文登公
路局第二次对5万株国省干线行道
树进行病虫害防治。

文登公路局统一购置了环保高
效的灭幼脲和聚酯类生物制剂，4

台打药车同步启动，对317公里的干
线公路包括5万余株行道树进行药
物喷洒和第二代病虫害防治。

据文登公路局养护科科长孙宏
杰介绍，此次投资6万余元，购买了
1000多公斤药物，自8月8日起至15

日，8天时间内将完成第二代病虫
害防治工作。

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姜功阳

市市区区绿绿化化有有了了““硬硬杠杠杠杠””
市区少年路、育华路、东山路被列为示范路段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王
帅 ) 日前，威海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下发《市区行道树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方
案》对行道树绿带、树池、行道树
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行道树绿带将合理设置人
行通道。”13日，威海市园林局工
程科工作人员介绍，《方案》对行
道树绿带改造有了明确要求，行
道树绿带应沿斑马线、出租车停
靠点、公交港湾、市政道路雨水
篦子等位置适当开口，合理设置
人行通道和排水口。

对宽度大于3米的人行道，
应优先采用行道树下设置连续
绿带的方式改造；行道树绿带宽
度应大于1 . 5米，绿带内应采用

绿篱形式合理栽植生长缓慢、分
枝点低、枝叶结构紧密的灌木；
在道路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
内，将栽植高度小于50厘米的低
矮灌木或地被，满足安全行车视
线要求。

在行道树树池方面，《方案》
要求将重点整治树池边石破损、
尺寸不统一、树池内露土等问
题。树池形状应优先采用正方
形，其内边长应大于行道树径的
12倍且不小1米，树池中心至机
动车道路缘石外侧距离应相同
且大于75厘米；在人流相对密集
区域，树池应采用平边石并与周
边人行道铺装高度一致，以增加
人行空间。

另外，同一道路(路段)的同

一树种行道树的规格应基本一
致，缺株补栽行道树的规格及树
形应与原有行道树基本一致，株
与株之间胸径相差小于2厘米、
定干高度相差小于20厘米。对树
体衰老(弱)、病虫危害严重、不
适应城市道路环境条件的现状
行道树如塔山中路柳树、福山路
合欢等，应制定计划，逐步更换
成抗性强、病虫害少、易管理的
树种。

据介绍，目前各区正进行调
查摸底，查找道路绿化在行道树
缺失、规格不统一、绿带石破损、
树穴露土、病虫害多发等方面的
问题，并制定整改方案，打造样
板示范路。目前，市区少年路、育
华路、东山路被列为示范路段。

为加强小餐饮业户税务登记管理，日前，威海市地税局高区分局
工作人员为辖区内小餐饮业户颁发198份临时税务登记证件。

本报记者 冯琳 通讯员 王仁德 摄影报道

经济速度

健康
跑新闻发布
会上，模特
展示此次比
赛的衣服。
( 安 利 公 司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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