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南海海新新区区将将建建国国内内最最大大水水上上乐乐园园
总投资15亿元，预计2015年6月份正式开园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 威
海南海新区福地传奇水上乐园
项目，总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规划设计由参与
过迪斯尼乐园设计的专业公司
制作，运营管理由韩国专家负
责，游乐设备全部从加拿大、美
国引进。乐园计划于2015年6月
份开园，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
大的室内外相结合的水上乐
园。

据了解，整个乐园主要由

室内室外38个大项目86个小项
目组成，以水上游乐为主题，主
要针对年轻人群及家庭游乐，
以世界最先进、最安全的设施
让游客愉快体验各种动感刺
激。目前，区内绿化、路网、商业
建筑、设备安装等工程全面展
开，计划于2015年6月份开园，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室内
外相结合的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根据功能划分共
有6大主题区，包括“室内温泉
区”、“海底世界主题区”、“海底

总动员主题区”、“海贼王主题
区”、“动漫迷城主题区”、“动物
王国主题区”。

记者从南海新区管委了解
到，建设有8大亮点：有12580
平方米国内最大的人工造浪
池，可造3米高的巨浪；有1280
米国内最长的人工漂流河；有
18 . 5米国内最高的大喇叭；有
54米长国内最炫的动漫迷城；
有 6 0余项国内最多的儿童水
上娱乐设施；还有中国最刺激
的飞龙滑梯；最新颖的巨蟒滑

梯以及最丰富的文化主题乐园
等。

同时，园区正在着力打造
根雕、奇石、盆景、字画、茶马
古道、十二生肖、二十四孝的
七大艺术景观，融汇中西艺术
元素，贯通中华上下五千年底
蕴，为园区建设营造了浓厚的
文化艺术氛围。威海南海新区
福地传奇水上乐园的建设拉长
了南海新区的旅游链条，将成
为威海乃至胶东半岛新的旅游
引爆点。

威威海海强强化化城城乡乡低低保保责责任任追追究究制制度度
“人情保、关系保”将零容忍追究处理

临港区5名学生
获省级书法奖

文登人民法院
选调公务员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许君
丽) 根据工作需要，文登区人民
法院决定面向全省公开选调4名
公务员，即日起，符合条件人员可
报名。

此次选调公务员须具有良好
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全日制
高等院校法律类专业本科及以上
学历，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取得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且具有国家
公务员身份；年龄在30周岁以下
(1984年8月31日以后出生)，具有
法官、检察官资格的年龄放宽到
35周岁以下(1979年8月31日以后
出生)；历年年度考核等次为称职
以上；身体健康。

选调工作按报名、资格审查、
笔试、面试、体检和考察、办理调
动手续等程序进行。即日起至9月
23日17时，报名人员可登录威海
人事考试信息网或威海市文登区
人民法院网下载并按要求填写报
名登记表，于9月23日17时前将报
名登记表连同其他报名材料通过
特快专递邮寄(时间以寄出邮戳
为准)或直接送交至威海市文登
区人民法院政治处。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张晖) 为规范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健全和完善低保管理工作长效
机制，近日，威海市以“阳光低
保”专项行动为契机，制定下发
了《威海市城乡低保工作责任
追究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全面实行城乡低保责任追
究制度，着力打造“公平低保”、

“和谐低保”。

《办法》确定了城乡低保工
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
工作原则，明确了民政、财政、
审计部门的工作职责，加大了
对低保档案管理和动态管理的
要求。对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优
亲厚友、接访蛮横、不按时受
理、吃拿卡要、责任心不强等十
六种表现，予以批评教育、调整
工作岗位、停职检查、记过、撤
职等十一种责任追究。同时，

《办法》加大了对骗取低保、伪
造证明、无理取闹、阻碍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的非低保对象
的责任追究力度，采取批评教
育、取消低保、追回低保金等措
施予以追究，构成犯罪的，将移
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人刑事责任。《办法》的出台，为
有效杜绝“人情保、关系保、错
保、漏保、骗保”等现象的发生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截至8月底，威海全市153
名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居)委员
会成员进行低保近亲属备案，
832名民政干部全部签订不干
预低保工作承诺书。各镇(街道)
加强了社会救助窗口服务标准
建设，将救助政策、工作职责、
监督电话全部上墙。这一系列
措施实现了低保对象动态管理
机制，对全市32502名低保对象
完成了集中复核。

荣荣成成政政府府将将购购买买332266项项公公共共服服务务
9月起实施，涵盖六大类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李钟芸 ) 日
前，荣成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9
月1日起，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
众提供的六大类326项公共服
务事项，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交
由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
和企业承担。

《办法》所称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以下简称政府购买
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
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
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
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和
企业等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
府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向其支
付费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办法》确定了六大类326
项适合采取市场化方式提供、

社会能够承担的公共服务项
目，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分为
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社会管理
服务事项、行业管理与协调事
项、技术服务事项、政府履职所
需辅助性事项及其他适宜由社
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

荣成市将建立健全由购买
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
的综合性评审机制，对购买服
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

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评价结
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以后年
度编制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和选
择承接主体的重要依据。建立
政府购买服务退出机制，对弄
虚作假、冒领财政资金的承接
主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办
法》同时规定了政府购买服务
的程序、方式及资金管理、保障
与监督等内容。《办法》自9月1
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本本报报读读者者免免费费观观公公益益片片《《有有一一天天》》
9个暖心小故事，让不少观众感受到了正能量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 10日，本报与威海万达
电影城联合推出读者免费观影
活动，本报读者走进影院免费
观看公益电影《有一天》，通过
一个一个小故事，了解不同弱
势儿童群体的心路历程，感受
和传递正能量。

公益电影《有一天》通过9个

温暖励志的小故事，讲述了智
障儿童、被拐卖儿童、留守儿童
等九类弱势儿童群体的心路历
程。不论是双眼几乎看不见却能
用五彩斑斓颜色描绘世界的小
姑娘，还是年仅8岁胖达120斤生
活在海拔4000多米高原上的肥
胖症及失语症男孩秋扎……9个
短片9个不同的故事，每一个都

充满积极向上态度，导演并没
有局限在悲天悯人的苦情片
中，而是将故事、动画、纪录等
各种类型结合起来，让大小观
众感动于影片的故事时，不至
于催泪太频繁导致观影疲劳。
本报小记者崔正宇的爸爸观看
了电影后，非常受感动，也感谢
本报提供这样的机会。

公益电影《有一天》由华谊
公益基金发起制作，希望唤起
全社会对九类弱势儿童群体的
关注，完成一次电影公益的突
破。除了10日的免费观影公益
场，该片在万达影城此后连续
一周内实施“5元公益票价”，万
达影城希望通过该活动呼吁更
多人走进影院，关注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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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湾海域
修复整治竣工

双双胞胞胎胎

齐齐参参军军
10日，高区田和街道办事

处举行了新兵入伍欢送会。田
和街道办辖区内的张鹏(左二)、
张程 (右二 )两兄弟是一对双胞
胎，两人今年高中毕业后同时
选择入伍参军，并梦想当海军，
通过严格体检和政审，两兄弟
同时被北海舰队义务兵。据了
解，此次田和街道办共有28名
新兵入伍。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许君
丽) 日前，山东省第六届少儿书
画摄影比赛评选结果揭晓，临港
区5名中学生分别获得书法、绘画
组二、三等奖及优秀奖，1名教师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山东省第六届少儿书画摄影
比赛中，临港区共选送60个书法、
绘画作品参赛，最终，苘山中学学
生戚雯的书法作品《百善孝为先》
荣获二等奖，苘山中学周汤棋的
书法作品荣获三等奖。苘山中学
孙加呈、姜聪慧、何秋秋绘画作品
荣获优秀奖。此外，苘山中学教师
毕肖丽老师荣获书法类优秀指导
教师二等奖。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刘鹏) 近日，威海九

龙湾海域修复整治工程全面竣
工。

工程共清理长峰河口淤泥
10581立方米，新建引堤199米，修
建离岸潜堤560米，原护岸修复整
形300米，修复沙滩30万平方米，
补沙10万立方米。2012年7月，九
龙湾海域修复整治工程开工建
设，历时 2 6个月，项目总投资
5090 . 67万元，其中申请中央分
成海域使用金扶持3000万元。通
过综合整治与修复，九龙湾区域滨
海沙滩得以全面恢复，海水水质明
显改善，形成了以海岸保护、景观
和休闲为主要功能的生态示范区。

文登龙山街道办事处西凤凰
台社区为配合区政府开展的创建
文明城区活动，于9月2日举办交
通法规进社区，邀请交警大队杜
文军科长，通过电教片，结合实际
案例，就道路通行中极易发生的
交通违法行为对社区居民进行集
中培训，同时在社区小广场发放
宣传材料，使社区居民的交通法
规意识得到提高。 (于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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