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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港港大大主主动动““出出击击””来来威威““抢抢””学学生生
港大2014年内地本科生计划招生300人，内地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申请

本报 12月 2日讯 (记者 王
天宇 ) 日前，香港大学 2014年
内地招生说明会在威海一中召
开，共有 200余名学生、家长参
加了本次会议。

据了解，因近两年威海一
中向香港大学输送多名优秀学
生，故香港大学 2014年内地招
生说明会在威海一中召开，威
海一中共有200余名学生、家长

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香港大
学驻中国事务处招生主任董珅

简单介绍了香港大学的基本情
况后，还重点介绍了香港大学
2014年内地本科生招生情况。

香港大学在内地的招生计
划不同于内地高校统一招生机
制，属于自主招生，有其独立的
报名程序。香港大学 2014年内
地本科生计划招生300人，内地

应 届 高 中 毕 业 生 均 可 申 请 报
读，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
录取。香港大学不接收书面申
请，申请人须在香港大学内地
招生官网完成申请程序，网上
申请截止日期为6月15日。费用
方面，申请人须缴申请费450元
港币，同时完成网上申请与缴
费程序才视为申请成功。

另外，香港大学自 2012年

推出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联合
招生计划，2014年继续实施，预
计招生人数不超过 15 人，有意
者只需依照正常程序申请2014
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
划，并在填写表格时选择希望
参加“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联
合招生计划”即可。

围绕录取工作，董珅强调，
香港大学以往在内地的招生方

式是根据申请人的高考成绩，
给予高分者面试机会，最终综
合考量学生的高考成绩、英语
单科成绩和面试成绩，进行录
取。2014年，香港大学继续保持
这一招生方式，除此之外，如果
学生在高考前通过北京大学自
主招生考试，且有意报考香港
大学，亦可获得香港大学的英
文面试机会。

威海市关工委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
天宇 ) 2日，记者从共青团威
海市委了解到，威海市关工委
召开了全市关工委主任会议。
从会议上了解到，威海市联桥
国际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1000多万元建设青年农民工培
训中心，累计培训青年农民工
6000余名。

在会议中，威海市关工委主
任薛洪振介绍，目前，威海市的
乡镇、社区、学校关工委组织已
经健全。文登市环山街道办事处
南山社区关工委有室内活动场
地1000余平方米，包含道德讲
堂、舞蹈室、棋牌室、健身室、书
画室等12个功能处室。乳山市
徐家镇闻涛社区关工委在社区

服务中心开设了“四点半课堂”、
儿童乐园等9个功能区。

同时，企业关工委也得到加
强。威海市联桥国际合作集团有
限公司，关工委组织健全，领导
有力，公司投资1000多万元建
设青年农民工培训中心，累计培
训青年农民工6000余名。

另外，明年将重点开展形
式多样的党的历史和共和国历
史知识的教育，推动党史教育
和国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并
继续组织开展以“中国梦”为主
题的实践教育活动。还要抓好
青少年普法教育、网吧义务监
督、校园周边环境治安治理等
工作，为青少年营造一个稳定
和谐、健康平安的成长环境。

文登新增一省级
小企业创业基地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孟
霏) 日前，文登市宋村镇小企业
创业辅导基地被认定为山东省第
八批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至此，
威海市已经拥有省级小企业创业
辅导基地11家。

其余的10家省级小企业创
业辅导基地分别是威海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威海经区科技创新中心、山
东荣成经济开发区中小企业创业
园、乳山市城区小企业创业辅导
基地、文登市小企业创业基地、荣
成市人和镇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威海火炬软件企业孵化器小企业
创业辅导基地、威海荣成市滕家
镇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威海市
工业新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威
海环翠区张村镇小企业创业辅导
基地。

纳税人的钱怎么花

市财政局出“五招”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李国林 ) 为财
政投资专项资金安全，威海市
财政局出台了项目安全资金项
目滚动储备、申报核查、责任管
理、资金限时拨付、实施跟踪问
效五大机制。

项目滚动储备，只要是围
绕国家产业政策及投资方向，
动态管理意向项目，对成熟项
目优先申报；项目申报核查，
一般是由财政局会同项目主

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审核提
报资料，实地核查规划、环评
等手续；对确认上报的项目，
要求法人代表、市县主管部门
及财政局负责人、经办人签字
盖章，明确责任；资金限时拨
付，市级资金一般 3 天下达县
财政局，县财政局须在 7 天内
直接支付项目单位，严禁截留
挪用；实施跟踪问效，由财政
局会同主管部门核算专账，确
保财政资金效益。

荣成垃圾发电厂
明年接入电网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蔡海沧 邢永和 )

2日，记者从威海供电公司发
展部了解到，荣成垃圾发电35千
伏送出线路工程核准手续已办理
完成，该项目将于2014年正式并
网发电。

荣成垃圾发电项目位于荣成
市区西南部崂山工业园，主要建
设2台350吨/时机械炉排垃圾焚
烧炉、1台12兆瓦抽凝式汽轮机
和1台15兆瓦发电机。该发电项
目利用高科技技术对垃圾生物质
燃料进行焚烧处理，焚烧后产生
的蒸汽进行发电，实现废弃资源
的综合利用，既降低有害物质的
污染，保护环境，又发电上网；农
民出售生物质燃料，有效提高居
民收入；另外，生物质燃料燃烧后
的底灰、炭灰是一种优质有机肥
料，含有丰富的钾、镁、磷和钙元
素，将底灰、炭灰低价返还农民，
降低施肥成本，对当地经济的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

该项目拟于2014年建成投
产 ，投 产 后 年 发 电 量 5 2 3 3 万
KWh，可节约标准煤1 . 3万吨，减
少碳排放量33997吨。

威威海海获获556600余余万万元元全全民民健健身身资资金金
本报12月2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朋) 记者从威海市体育
局了解到，截止到12月初，威海
获得各类全民健身工程资金
560余万元。

市体育局负责人介绍，为
贯彻《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2011—2015年)》，加快基层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省体育局、

省财政厅决定从2013年度省级
体彩公益金中拨付全民健身工
程资金资助全民健身工程。

据了解，乡镇体育健身工
程或街道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每个资助 8万元；农民体育健
身工程，每个资助1万元。

乡镇 (街道 )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建设标准为室内体育

场地为主，建筑面积1000平米
以上，配置 5类以上健身项目
和器材，包括乒乓球室、多功
能房、器械健身房等，可与文
化、卫生等设施相结合；乡镇
体育健身工程要求室外体育
场地面积3000平米以上，配置
6类以上健身项目和器材，包
括 1个灯光水泥硬化篮球场、

一套健身器材(12件)，以及其
他场地设施，可与文化、卫生
等设施相结合。

获得资助的分别是孙家
疃镇、张家产镇、界石镇全民
健身中心，每个中心获资金10
万。截至 12月初，威海获得各
类全民健身工程资金达到560
余万。

旅旅游游不不景景气气 旅旅行行社社提提前前筹筹备备““春春节节线线””
主推周边游揽客，有些线路“走量不图赚”

本报 12月 2日讯 (记者 冯
琳 ) 每年的 12月份至春节前，
都是旅游的相对淡季。而今年

《旅游法》的实施在提升旅游品
质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旅游团费。所以，今年的旅游淡
季比往年还要“淡”一些。为“突
围”，不少旅行社主推周边游揽
客，也有不少旅行社提前着手准
备春节期间的旅游线路。

2日，记者采访发现，往常年
这个季节相对比较火的旅游线

路，如海南、港澳等并没有往常
年那么火。“今年冬天，受《旅游
法》实施带来的提价影响，客源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到影响。海
南、港澳等热门线路今年没那么
热了”，多家旅行社的相关负责
人都介绍，云南游受影响很大，
云南路线本来是四季常火的路
线，今年入冬以来咨询的人并不
多。

相对于今年的冬天旅游比
往常年更“淡”的形势，各旅行社

纷纷推出措施“突围”。中国国际
旅行社(威海)的一位赵姓负责
人介绍，该旅行社今年主推“温
泉游”及“滑雪游”等线路。“一是
这些线路主要是威海及烟台周
边的景区；二是‘温泉’‘滑雪’这
些旅游项目也抓住了季节特点，
推出特色旅游；此外，今年力推

‘自由行’，游客从旅行社办理去
景区，可选择自驾游前去，但如
此以来，所付票价比乘大巴去的
乘客便宜，也比景区的原门票价

便宜。”这几项措施为旅行社揽
来不少客源。而新威路一家旅行
社近期也主推威海、烟台及青岛
等周边生态游，如海洋主题的游
览等，也取得不错的成效。

一位从事旅游行业多年的
林姓业内人士分析，今年的旅游
淡季，有些旅行社选择“乐观”的
态度应对，干脆不去管淡季，提
前着手准备春节线路。如此以
来，春节热季线路准备得更充
分，届时多揽客源多赚些钱，也

可弥补淡季业绩的平淡。此外，
不少旅行社开始走一些“走量但
不图赚钱”的线路，如此一来，旅
游线路的多样性呈现，有些线路
赚钱，有些线路虽赚钱不多但可
以揽客源，发展固定客户，待到
春节线路等热季时受益。

另外，不少旅行社趁淡季开
展人员培训或到外地旅行社考
察，为员工“充电”，备战旅游旺
季，待旅游旺季再重整旗鼓，广
揽客源。

还有半个多月才到圣诞节，但市区不少商超已开始抓住
商机进行促销。图为12月2日，市区某超市摆出圣诞老人的玩
偶，吸引不少消费者驻足。

本报记者 王帅 摄影报道

圣圣诞诞来来袭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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