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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民生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宋英红) 9月27日，

二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山东第
一人”文登供电公司员工吕明
玉、捡9万余元现金不昧的威海
某物业公司保洁员戚道昌，出席
在济南南郊宾馆举行的全省第
四届道德模范表彰大会。

其中，吕明玉是“助人为乐”
10人中的一人，戚道昌是“诚实
守信”10人中的一人。2011年4
月、10月，短短半年时间，吕明玉
为救一身患白血病的陌生人，两
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淋巴细胞，
给患者带去了生的希望，被誉为

“最美中国人”。2012年1月15日
晚，戚道昌在金线顶小区拾废品
时捡到9 . 5万元现金。家境并不
宽裕的戚道昌立即报警，次日钱
还失主，这是几位打工者工作多
年积攒的血汗钱。

省道德模范表彰

咱威海有两人

本报9月28日讯(通讯员 于
荃川 于平 ) 在国庆节即将来
临之际，埠口港管委会在辖区内
党员服务中心举行了“迎国庆智
力大pk”活动。此次活动丰富了
港区内非公企业党员职工的业
余生活，构建了健康向上、和谐
奋进的良好氛围。

埠口港迎国庆

智力大pk

海海蟹蟹价价格格同同比比去去年年降降了了近近半半
去年五六十元一斤，今年二三十元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李孟
霏 ) 开海以来，海蟹的价格一
直维持在每斤 3 0元左右。国庆
前夕，记者走访发现，海蟹的价
格仍在每斤 3 0元上下浮动，而
这个价格比去年同期降了近一
半。

“海蟹从来没卖过这么便
宜！多少年都没卖过这个价格
了！”28日，在市水产批发市场，

海蟹的价格按照大小不同，在
2 5 元每斤到 3 0 元每斤之间浮
动。摊主杨先生说，去年这个时
候，同样的海蟹价格在 5 0元每
斤到 6 0元每斤之间，这样一比
较，价格同期降了一半。另一位
经营户孙女士也坦言，今年的
海蟹价格有点低，“刚开海那
会，卖过35元一斤，很快就回落
到30元了。”孙女士说，以往中

秋 节 都 是 螃 蟹 价 格 涨 价 的 时
候，但今年中秋节前后，蟹价基
本没变过。

威海水产市场上销售的海
蟹，基本都来自威海本地的码头，
去年最好的大梭子蟹每斤卖到五
六十元，但今年只卖到二三十元，
去年普通梭子蟹每斤30元左右，
今年每斤20元上下。摊主杨先生
说，今年的梭子蟹价格走低，主要

是因为梭子蟹丰收了，货源比较
充足。

27日下午5点，乳山海阳所
镇南泓码头，人声鼎沸，许多渔
民从海上捕捞回来，螃蟹和爬虾
是主要的海产品。“20元每斤，不
分个头！”在码头上，渔民张先生
指着刚出海的螃蟹吆喝着。他说
今年螃蟹丰收，每次出海都能捕
百十来斤，“今年一天捕上来的

能顶去年两三天的量。”张先生
说，捕捞上来的螃蟹，他一般连
夜送给批发商，或是卖给前来码
头采购的市民，“批发价能更便
宜一些吧。”

随后，记者就螃蟹的价格又
问了多户渔民，价格没有超过20
元每斤的。“国庆节的价格说不
准，但看这个趋势，应该不会涨太
多了。”渔民李先生说。

在在这这里里，，您您可可““买买世世界界、、品品世世界界””
威海首家高端品牌超市Greeny’s在九龙城购物中心试营业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王
震) 28日，由家家悦集团倾力
打造的威海首家高端品牌超市
Greeny’s在经区大庆路的九龙
城购物中心试营业。该超市集
中了54个国家的商品，让消费
者在威海就能享受到“买世界、
品世界”的购物体验，引领威海
精致高端生活潮流。

当天，舒适愉悦的购物环
境，琳琅满目的商品，种类繁多
的品牌，价格高低不等的选择，
吸引了大批顾客进入Greeny’s
超市。以生猛鱼区为例，来自世
界各地深海海域的海产品新鲜
呈现，俄罗斯的帝王蟹、爱尔兰
的黄金蟹、澳大利亚的龙虾、挪
威的三文鱼、冰岛的红鱼等海鲜
应有尽有。而这里最大的特色是

“超市自选、酒店加工”的海鲜消
费模式，让顾客“足不出户”便可
轻松品尝世界海鲜美味。源自奥
地利的有机面粉、新鲜谷物、酵
母和盐制成的纯正奥地利本土
风味的有机面包在现场免费供
顾客们品尝，现场顶级烘焙大师
教授糕点的烘培技艺，也给顾客
们带来DIY顶级面点的体验。在
红酒区，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
利、美国、南非、智利等多个国家
的葡萄酒齐放光彩，展现缤纷多
彩的异域风情。黑啤、白啤、黄啤
等众多口味也让消费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来购买。

来自瑞士的“瑞士莲”巧克

力和享有“巧克力王国中的至
尊”之称的比利时“吉利莲”巧克
力以及享誉全球的意大利“费列
罗”巧克力堆积的巧克力小屋让
顾客们流连忘返。在家居区，来
自奥地利的品牌酒杯、意大利的
玻璃器皿和厨具、日本的保温杯
和烘培用品、德国的咖啡杯等众

多家居品种可满足不同消费者
对家居的不同需求，也为高端人
士的家居生活提供了品味之选。

据家家悦集团副总经理丁
明波介绍，Greeny’s超市位于九
龙城购物中心一楼，经营面积
6000平米，是威海目前最高端、
进口商品种类最全的超市，集中

了世界54个国家的精品美食，超
市2万多高品质精选商品组合
中，进口商品、SPAR自有品牌
占到了50%以上。另外，拥有阿
玛尼等诸多国际知名品牌的国
际名品街也即将营业，尚悦百
货、万达影院、美食广场等区域
将于12月份营业。

四四银银行行上上浮浮中中长长期期存存款款利利率率
但适用范围因期限有所不同

本报9月28日讯(记者 李
孟霏) 继光大、平安等股份制
银行以及几家国有大行之后，
民生银行、中信银行也于近日
相继上调了定期存款利率。28
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威海市区
6家银行，在接受采访的6家银

行中，4家银行已经完成利率
上浮，2家银行尚按兵不动。

2012年6月8日，央行将人
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
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 . 1倍，各
地城商行率先对中长期定存款
利率做出回应。

28日，记者采访了解到，
青岛银行威海分行和威海商业
银行调整最早，分别于2012年
7月对所有年限的定期存款进
行上浮，浮动利率为10%。

2013年9月，民生银行威
海 分 行 和 兴 业 银 行 威 海 分

行，分别对2-3年的定期存款
利率做出调整，区别是后者
所 限 额 度 为 1 0 万 元 以 上 存
款，交通银行威海分行、中信
银行威海分行尚未对中长期
存款利率做出10%的利率上
浮调整。

日前，经区汪疃镇皂埠村
中低压线路改造现场，威海供
电公司46名作业人员集中作
业，当天完成10千伏皂埠线线
路改造。据悉，今年下半年，威
海供电公司计划投资5721万
元，对城乡接合部132个村庄中
低压线路进行改造，并对公用
变压器进行增容。

本报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刘中华 摄影报道

村村电电

增增容容

国庆将至，环翠楼办事处杏花
村社区妇联组织辖区内24名巾帼
志愿者们，来到丛培忠等6名建国
前老党员家中，为他们送上节日的
慰问品，并帮忙打扫卫生，表达社
区妇联对老党员的敬重与关爱。

记者 许君丽

乳山市财政局本着以民生项
目为绩效评价工作重点的原则，今
年确定将全封闭卡口监控二期工
程、县级土地开发整理、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资金苹果产业项目、荒山
造林工程、病虫害防治、乳山河三
期治理工程6个项目作为绩效评价
重点，共涉及资金5002万元。

姜鲲鲲 时祝华

快读

开学伊始，走好第一步，为切
实加强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东
涝台小学在全校范围内广泛开展
了以“美好梦想，安全起步”为主
题的安全教育活动，通过上好交
通安全教育课、举办“美好梦想，
安全起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漫
画竞赛、开展小学生交通安全知
识竞赛等，推动活动深度开展。

袁志辉

近日，工业园区消防大队与
辖区128家社会单位签订《消防
产品质量承诺书》，全力消除因
消防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火灾
隐患，提升辖区火灾防控水平。

陈璐

▲28日上午，大量市民涌入Greeny’s超市选购商品。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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