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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体协“掌门人”建言体育产业发展

今今后后或或能能刷刷医医保保卡卡健健身身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刘洁) 13日，威海市促进体育
产业发展座谈会在威海市体
育局召开，威海市足球联合
会、市武术协会等11个体育运
动协会的主席、秘书长就自身
协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威
海市体育产业发展建言。

“能否实现让市民刷医保
卡就能进入健身中心、俱乐部
等地方消费健身？”与会的山
东大学 (威海 )体育部主任张
颖说，用医保卡买药时，已经
说明健康出现了问题，预防大

于治疗。她建言，可以借鉴常
州等地的做法，市民刷医保卡
健身。她还建言，设立体育产
业引导发展专项资金，将体育
场地布局，纳入城市规划，建
立体育产业研究中心与智能
库，为专业体育人才培训提供
便利。

“要分清体育事业和体育
产业，在实行体育设施对社会
开放的同时，政府能否在器材、
场地维修费用方面加大资金支
持？”“由于防火需要，里口山等
丰富的登山资源不能利用，政

府能不能从中调和？”“没有标
准的钓鱼竞技比赛池，渔业资
源匮乏，钓不到鱼，留不下人。”

“从娃娃抓起，加强体育习惯的
养成。”11位体育协会掌门人为
威海体育产业的发展分别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威海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实施细则的起草，将
充分考虑社会各界对促进体
育产业发展的建议，经过论
证，切实可行的将写进实施细
则。“政府花钱买服务。”针对

提出的问题与建议，市体育局
局长张凌翔说，政府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同
时解决市民想健身、在哪儿健
身、能健身、会健身的问题。

“市民出门一溜达，就能
找到健身场所。”提起在城市
社区建设15分钟健身圈，张凌
翔说，威海体育设施覆盖率，
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在2013年
4月实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基
本全覆盖，接下来，要淘汰农
村老旧的健身设施，普及科学
体育运动知识。

周日科技馆
探奇吧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陈乃
彰 ) 小朋友们想欣赏张衡“地动
仪”吗？想感受时空隧道、观看震撼
的4D电影吗？想尝试驾驶“飞机”和

“宇宙飞船”体验奇妙的驾驶感觉
吗？本周日(11月16日)下午1点半，
本报小记者体验活动将前往科技
馆，带领小朋友们探奇科技馆。

本 次 活 动 可 发 送 短 信 至
18963173031报名，活动限定30人，
报名从速！小记者可乘坐1路、12
路、23路等公交车在文化艺术中心
(戚家庄)站点下车，步行至科技馆
即可。小记者也可将体验所感整理
成文，发送到1021651475@qq.com，
本报将择优刊发。义义诊诊

糖糖尿尿病病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

日”。13日上午，环翠楼街道办
前进社区开展“关爱健康，远离
糖尿病”爱心义诊活动。活动
中，医护人员详细向小区居民
介绍了糖尿病的防治知识，倡
导大家注意饮食搭配，养成良
好的个人健康习惯。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环翠61个违规
企业、个人上黑榜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高朋朋 ) 记者从环翠

住建局获悉，自环翠区建立“红黑名
单”制度，目前，37个企业和个人荣
登红榜，51个企业和个人上黑榜。

日前，环翠区住建局公布前三
季度建筑市场违法违规企业及个人
处理通报。前三季度，环翠区住建局
已评选 8 家建筑市场管理红旗单
位，5家建筑安全管理先进单位，5
家建筑劳务用工管理先进单位，并
有19人获评优秀项目经理；12家违
规施工企业、20名项目经理和29名
劳务分包人员则被列入黑名单，他
们将被通报和处罚。

2家企业获资格
注册欧盟水产品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傅立东 孙鲁文 ) 日

前，威海2家企业新获对欧盟水产
品注册资格，自此，威海检验检疫局
辖区欧盟水产品注册企业达13家。

欧盟是威海市水产品出口的重
要地区之一，出口品种主要是冻鳕
鱼片等鱼制品。据统计，2014年1—
10月份，威海检验检疫局辖区企业
共向欧盟出口水产品4806吨，货值
1 . 22亿元。欧盟食品安全法规对水
产品在残留限量、卫生指标、食品指
标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对输欧水
产品注册企业的要求较为苛刻。

为帮助企业通过国外注册，不
断扩大出口市场，威海检验检疫局
从车间布局、设施维护、用水用冰安
全到成品质量检测的各个环节，帮
助企业按照欧盟有关要求进行对照
整改，并及时向企业传达欧盟对我
国食品的通报信息。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刘
洁) 日前，荣成市幸福街小学
等四所学校1000名学生来到荣
成青少年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学
习海洋科普知识，这也标志着该
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启用。

荣成市青少年海洋科普教
育基地设于该市海洋食品博览
中心，每年将完成小学五年级和

初中二年级约11000人次的海洋
科普课程计划，培训内容纳入荣
成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教育中
心的课程内容。该教育基地通过

“声、光、电”等知识性、互动性、
娱乐性的体验方式，展示海洋的
形成、变迁以及人类开发利用海
洋等系列科学知识，是一所集科
普教育、观赏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型现代化展馆。
荣成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刘忠伟说，荣成将分期分批组织
学生到该基地参观体验，引导广
大中小学生认知海洋、探索海
洋，市海洋食品博览中心安排引
导员或讲解员全程讲解。课程是
体验式的，课前，老师将根据学
生所学知识，布置课题，学生带

着问题去探索、观摩，课后完成
感悟、小论文、绘画等形式的作
业。

目前，荣成市教育局正申请
将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命名为“威
海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基
地”，邀请威海各区市中小学生
前来免费参观，扩大荣成海洋经
济的对外影响力。

荣荣成成启启用用青青少少年年海海洋洋科科普普教教育育基基地地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罗绍辰) 日
前，记者从环翠区人社局了解
到，该区2015年社保费申报时
间确定，在环翠区社会保险费
征缴中心参保的所有企业，须
于2015年1月1日至3月31日完
成2015年社会保险费申报。与
往年不同的是，参保企业须按
月缴纳社保，未按时缴纳社保
的单位，次月加收滞纳金。

据介绍，在环翠区社会保

险费征缴中心参保的所有企
业，须于2015年1月1日至3月
31日，至环翠区世昌大道3—3
海裕城E座二楼环翠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社
保征缴 1 号至 8 号窗口，完成
2015年社会保险费申报。特别
要注意，2015年社会保险费申
报缴纳与往年不同的是，自
2015年1月1日起，参保企业须
按月缴纳社保，未按时缴纳社
保的单位，次月加收滞纳金。在

省社保基数未下达前，1—5月
各单位暂按 2014年社保基数
缴纳。如果2014年职工的社保
基数低于市处暂定的社保最低
基数，则从 1月开始按市处暂
定的最低基数缴纳。在省社保
基数下达后，系统统一按照企
业申报的基数调整，缴纳全年
社保。

2015年社会保险费申报同
样采取网上申报形式，每个企
业必须在网上提交基数申报。

具体流程为：威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首页→选社保网
上申报(单位版)→登陆后点申
报管理→在缴费基数申报中录
入2015年缴费基数后保存→打
印缴费基数公示表→提交申
报，完成。参保单位应如实填报
有关数据，不得瞒报、漏报。
2015年，征缴中心将对部分参
保单位进行实地稽核，一旦发
现问题，严格按照《社会保险
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环环翠翠明明年年社社保保费费申申报报时时间间确确定定
采取网上申报，参保企业须按月缴纳社保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记
者从威海市南海新区了解到，
目前在南海新区开建的国内最
大水上乐园—南海新区福地传
奇水上乐园商业建筑已封顶，
设备安装了60%，今年12月15

日全部安装完毕，计划于2015
年6月1日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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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设备全部从

加拿大、美国引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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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新区福地传奇
水上乐园项目商业建筑已封
顶，设备安装了60%，今年12月
1 5 日全部安装完毕，计划于
2015年6月1日开园，建成后将
成为国内最大的室内外相结合
的水上乐园。

南海新区水上乐园明年“六一”开园
12月15日设备全部安装完毕

两镇村入选
首批“宜居镇村”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帅
通讯员 于小涵) 日前，山东省

第一批“宜居小镇”、“宜居村庄”名
单公示，威海两个村镇入选，分别是
环翠区温泉镇和环翠区王家疃村。

全省17个镇、17个村庄被确定
为省第一批“宜居小镇、宜居村庄”，
威海一镇一村成功入选，分别是环
翠区温泉镇、环翠区王家疃村。

宜居小镇评选标准包括景观环
境、乡镇街区、功能设施、生态环境、
保障管理等方面。除环境整洁、镇域
田园景观优美外，收入水平和就业
保障也纳入考核。

据悉，省住建厅将从入选的镇
村中择优推荐“三镇三村”参选“全
国美丽乡镇”，环翠区温泉镇荣列其
中，将参选“全国美丽乡镇”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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