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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速览

有有让让您您感感动动的的警警察察故故事事吗吗？？请请投投票票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周艳冰 )

9日，威海市“感动威海的
警察故事”寻找推介评选工
作已正式启动。

市民可通过威海公安
民生警务平台、威海市公安
局 官 方 微 博“ 威 海 警 方 在
线”、威海新闻网、威海信息
港 等 网 站 、微 博 登 陆 全 市

“感动威海的警察故事”寻
找 评 选 活 动 专 题 网 页
(vote.weihaiga.gov.cn)，点击
“我推荐”按钮，推荐评选感
动您的警察故事。

您可以拨打活动热线
电话：5192375，提供故事线
索，或寄信至威海市公安局
宣传处(邮编:264209)。

推荐故事要求明确故

事主人公民警的姓名或警
号、所在单位及主要情节。

如果您提供的故事成
为 了 候 选 故 事 ，即 可 获 得

“候选故事奖”；最终入选
“感动威海的警察故事”的
提 供 者 ，将 获“ 入 选 故 事
奖”。组委会将向获奖群众
颁发一份警用纪念品，以示
感谢。 鲶鱼豆腐

1、炒锅加热倒入油，油热后加花
椒煸鲶鱼段，加入豆瓣酱，再加入葱、
姜、蒜；

2、加入干辣椒和泡椒炒出香味，
加入料酒；

3、加入高汤烧开后改中小火炖半
小时；

4、加入豆腐再炖十分钟；
5、加入香菜和芹菜段即可出锅。

记者 李孟霏 整理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冯琳 通
讯员 邢萍) 日前，威海荣成金石湾
艺术园区，威海净雅航海良心食品示
范区及威海荣成海洋食品展示中心3

家景区，被评为国家级3A景区。
今年以来，威海市旅游局立足全

市旅游发展大局，深入挖掘和整合旅
游资源，积极引导景区走标准化发展
道路，促进威海景区建设提档升级。此
次3家景区入选国家级3A景区，增强
了威海旅游资源的整体实力。截至目
前，威海A级景区已达30家。

环翠区经适房
15日开始选房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帅 通
讯员 李善善) 8日—9日，247户获
选房顺序号的住户依次领取了选房
通知单，并将分别在本月15日、16日、
17日到黄金顶小区选房。

黄金顶小区三期经适房项目均
为高层，户型为两室一厅一卫，面积
在70平方米左右/户。经济适用房的基
准价格最终确定为每建筑平方米2942

元，楼层不同，每套住房的实际销售
价格有浮动，上浮的价格不高于15%、
下浮不限，且实际平均销售价格不得
高于基准价。

247位选房人分别于15日、16日、
17日到黄金顶小区综合服务楼2楼依
次选房。错过的选房者在当日有效顺
序号后排序选房，当日缺席的选房
者，在第二日有效顺序号后排序选
房。

购买经济适用房可以一次性付
款，也可以按揭贷款，缴纳住房公积
金的还可以办理公积金贷款。办理选
房购房手续须申请人本人到场，有疑
问可拨打0631—5200623进行咨询。

国家级3A景区
咱又多三家

体体彩彩

排列3第13275期中
奖号码为：1、6、5。

排列5第13275期中
奖号码为：1、6、5、1、0。

大乐透第 13118期
中奖号码为前区：0 4 、
06、11、20、31,后区：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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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正安比亚迪给力团购会，10月将
给力进行到底，购车更有多重钜惠献礼：
比亚迪F3\F0\速锐续享3000元惠民补
贴，10月20日活动当天购买F02 . 99万元
起、购买F3送原厂DVD导航、S6官降万
元、思锐现车供应、更多好礼等您来拿！青
岛南路宋家洼西侧正安比亚迪欢迎您的
光临，威海地区唯一五星级销售服务店销
售热线：5984777

五星安全保障 彰显睿智从容范

速锐按照C-NCAP五星安全理念和
标准设计，拥有3H高强度全方位碰撞吸
能安全车身结构、溃缩式转向柱、高强度
前后防撞梁，从车身设计上最大程度保护
了乘员的安全。同时，速锐还配备6探头全
方位泊车雷达、8安全气囊(含侧气帘)、
TPMS胎压监测系统、ABS+EBD防抱死

系统、预紧限力式安全带、倒车可视系统、
右前轮盲区可视系统、BOS刹车优先系统
等安全配置全面保障行车及驻车安全。值
得一提的是，速锐配备的博世ESP稳态控
制系统，能最大限度的提高车辆在行驶中
的安全性，有效保证车内人员安全，让消
费者一路放心驾驶，尽显从容。

全球首创遥控驾驶技术

引领科技先锋范

速锐作为一款新锐家轿，搭载了全球
首创的“遥控驾驶技术”，该项技术极具个
性和实用价值——— 在10米左右可视范围
内，用户使用遥控驾驶智能钥匙，可以实
现发动机启动、关闭；车辆可以自动前进、
后退、左右转向以及低速行驶，真正地实
现了无人驾驶。有了此功能，窄位停、取车
不再是问题。

威海正安比亚迪
10月20日 给力团购会

《狄仁杰之神都龙王》(3D)10:
50 13:10 15:30 17:00 19:20
《神奇》(3D)9:00 13:00 15:00
17:50 19:40
《逃出生天》(3D)9:40 11:00

14:00 16:00 19:50
《白狐》(3D)11:40
《极速蜗牛》(3D)9:10 18:00
《全民目击》9:30 13:30 17:30
19:30
《非常幸运》11:30 15:30
《蝙蝠别墅》9:30 12:40 15:40
17:10 18:40
《盗剑72小时》11:10 14:10
20:10

《被偷走的那五年》9:20 12:
40 14:20 16:00
《一路顺风》11:00 19:20
《门巴将军》17:40
持本报影讯可享受“联通电
影城”当月会员票价！
地址：少年路4号(大世界北门
西·鑫城大厦西50米)

咨询电话：5232510 5232595

记者 王帅 整理

巧妇之炊

我爱看电影

本报 10月 9日讯 (记者
冯琳 王天宇 通讯员
梁俊伟 ) 在重阳节即将

到来之际，烟台大众网、威
海大众网将联合威海市环
翠区旅游局、侨乡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维纳斯婚纱摄影
有限公司，举办“九九重阳
节 浓浓敬老情”敬老感恩
庆重阳活动。凡65周岁以上
(含 65岁)的老年朋友在活
动当日可携带本人身份证
免费乘船。

侨乡号游轮目前征集
六对金婚、银婚老人于12日
上午免费游览游轮，共度浪
漫时光，并可免费体验重阳
孝德盛宴。凡 6 5 周岁以上

(含 65岁)的老年朋友在活
动当日可携带本人身份证
免费乘船，自助餐享 70元/
人的优惠(原价 120元)。此
外，所有年龄段游客于12日
当日可享五折票价，即 100
元(船票+餐费)的优惠。

征集活动面向普通市民
开 放 。报 名 电 话 为 ：
13793361221、15953892324，10
月11日报名截止。活动当天费
用为：船票30元/人(1 . 2米以
下儿童免票，1.2米—1.5米半
票)，豪华自助餐70元/人(儿
童1 . 2米—1 . 5米半价，1 . 2米
以下免费)。所有人员(包括免
费人员)均须购买两元意外伤
害保险。

6655岁岁以以上上老老人人享享免免票票乘乘船船过过重重阳阳

重阳节当天，全国游客均可
“沾光”重阳节，享受游览西霞口
动物园近6折优惠，游览摩天岭
及成山头景区近5折优惠，而70

周岁以上老人持身份证可免费
游览这三家景区；10月10日—10

月16日期间，威海本地(含三市
四区)60周岁以上老人仅需购买2

元保险便可畅游刘公岛(免景区
门票及船票)，而陪同老人的亲
友均可享受50元畅游刘公岛景
区的优惠；重阳节当天，仙姑顶
景区重阳节门票优惠为40元/

人，威海三市四区的70周岁以上
老年人，免票购买两元的保险便
可畅游仙姑顶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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