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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洋洋船船““鲁鲁荣荣渔渔水水6622””变变身身鱼鱼礁礁
被沉于刘公岛东北部海域，一沉多得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刘
洁 ) 日前，在刘公岛东北部海
域，远洋渔船“鲁荣渔水62”以人
工鱼礁方式作沉入海底。这是威
海首次将专业远洋渔船沉礁。

“沉礁船体需要经过验船师
的拆解和严格检验。”山东省海洋
与渔业监督监察总队第二支队副
队长罗文大说，为保证渔船对海
洋环境不造成污染，渔船发动机、
螺旋桨等机械都要拆除，机舱需

清污。据悉，农业部将船龄达到一
定年限的渔业船舶界定为老旧渔
业船舶，不满足安全技术要求、未
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老旧渔
业船舶，将禁止继续从事渔业生
产，为保障渔业船舶、渔民安全，
需及时淘汰老旧渔船。

“鲁荣渔水62”是一艘金枪
鱼延绳钓专业远洋渔船，长34 . 5
米，主机功率330kw，总吨位202
吨，于今年达到报废年限。船体沉

礁，特别是钢壳船体，寿命长，船
体形成天然内部空间。将旧船规
范处理后沉海做人工鱼礁，不用
分解船体就淘汰了旧船，对养护
海洋生物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
境起到积极作用。

“相当于在海底为鱼类建个
房子。”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
长袁修宝说，通过适当地制作和
放置人工鱼礁，可增殖和诱集各
类海洋生物，达到改善水域生态

环境的目的。移植大型藻类、投放
恋礁性鱼类可增强人工鱼礁的鱼
类诱集功能。今年，刘公岛海域投
放黑鲪等恋礁性鱼类 200 多万
尾。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威海
人工鱼礁(海洋牧场)区用海面
积达到4万亩，“投放人工鱼礁，
是建设海洋牧场的前期过程，是
一个基础步骤。”袁修宝说。据水
下视频跟踪调查，人工鱼礁养护

水生生物效果明显，礁区内大型
藻类生长迅速，总盖度均可达到
50%以上，部分鱼礁区主要大型
藻类总盖度达70%，礁区游泳动
物和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和
丰度有明显增加，海水水质改善
明显。

另外，礁区可限制近海违规
拖网作业，鱼礁建设带动休闲游
钓、餐饮业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
了渔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祝祝寿寿
15日，望岛老年公寓，工作

人员为满百岁的老人齐新芝祝
寿，市戏剧家协会演员献上精
彩节目。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15日(记者 孙丽
娟) “今晚00:00开始，本市高清
探头全部启动，集中专项整治驾
驶、副驾驶不系安全带……”近
日，微信网友纷纷转发该条消
息。经核实，这条消息是谣言，早
在今年4月就已出现过。

“今晚00:00开始，本市高清
探头全部启动，集中专项整治驾
驶、副驾驶不系安全带，相同处

罚；开车时接打电话，罚款 5 0
元，闯黄闪200元，越线停车罚
100元，于昨天18时开始，为期
60天。全市交警集中查处酒驾，
一经查获一律拘役6个月，5年
内不得考证。每月10、20、30日
由市局带队，每月3、7、13、17、
23日和每周五、六、日市局组织
综合执法检查，时间为中午12
点至23点，相互转告好友避免

被罚！”近日，这条消息在微信
朋友圈不断被转发，出于善意
提醒，不少微友纷纷动起了拇
指传播扩散。

消息中，“今晚”和“本市”
概念模糊，没有明确指出具体
是哪一天在哪个城市。记者求
证，15日，交警并未发布此条消
息。

随后，记者在网上进行搜

索，只是输入了“今晚 00:00开
始”几个字，仅百度就搜查找到
约1500万条相关消息。在不同
条目的信息里，这条消息的内
容一模一样，均没有明确指出
启动时间和启动城市，只是出
来辟谣该信息的城市名称不
同。在一些网页里，这条“高清
探头全部启动”的消息早在今
年4月就出现过。

““本本市市启启动动高高清清探探头头抓抓拍拍””？？
本是一则老谣，近日却有人纷纷转发

十大远洋物流地

威海占了6个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刘
洁) 日前，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
山东省远洋渔业产品精深加工及
冷链物流基地名单，全省共10家
企业入选，威海6家企业名列其
中。

近年来，远洋渔业成为威海
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
围绕打造远洋船队、建设海外基
地、开拓作业渔场、延伸产业链条
等重点环节展开工作。威海在石
岛建设了100多万吨的冷链物流
园区，成为全国最大的金枪鱼、鱿
鱼精深加工基地。

读书文化节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丛子翔) 记者
从 文 登 区 社 保 部 门 了 解 到 ，
2015年度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时
间最晚截止到12月26号。

文登区2015年度居民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基本结束
了，但仍有部分市民未交费，社

保工作人员表示，2015年度居
民医疗保险缴费时间最晚截止
到12月26号，没有参保缴费的
居民抓紧时间与所在村(居)或
镇(办)保障所联系，避免影响医
疗保险待遇。

同时，符合居民大病保险
的居民可开始申请办理手续，

参保居民2014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含特
定门诊慢性病)，经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偿后，个人累计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居民大病
保险起付标准的部分，由居民
大病保险再给予补偿。

符合条件的参保居民把身

份证复印件、居民医保结算单、
出院记录、医疗费用明细、患者
本人的银行账号(如果是患 20
类重大疾病的还需提供住院病
历)，送到各自的医保定点医院，
由医院负责收集参保居民的相
关资料后到保险公司集中报
销。

22001155年年度度居居民民医医保保缴缴费费
文登截至12月26号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刘
洁 ) 日前，由省海洋与渔业厅
主办的中国水产商务网在威海
举办三场入驻培训班，威海108
家企业接受电商专家授课。中
国水产商务网可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在线交易、消费者导购、推
荐、搜索的购物与信息平台，目
前省内企业可零门槛入驻。

据 悉 ，中 国 水 产 商 务 网
(http://www.chinaaquatic.cn)由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主办，目
前包括信息发布平台、网上展
厅和商城三大部分，未来将扩
展成为涵盖原材料采购、产品
大宗批发和商品在线零售一体
化的过程可追溯的在线交易平
台。

企业入驻网上展厅，可在
展厅内独立搭建官方展示网
站，宣传企业形象、介绍企业文
化，在交易平台上线后可以自

主将全部或部分产品推送到批
发、零售平台进行在线交易，从
而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据介绍，该平台还将推出
原材料采购、产品批发功能，满
足企业一站式在线交易需求，
为消费者提供以社区为背景的
导购、推荐、分类搜索的购物与
行业信息平台。

届时，企业可自主将在淘
宝、天猫、京东、一号店等所有

店铺的产品链接到平台中，消
费者可自由选择购物平台并结
算。

中国水产商务网先后在荣
成市、环翠区举办了 3 场培训
会，来自水产养殖、加工、物流、
渔具装备等108家企业参加培
训。

中国水产商务网技术人员
现场演示，介绍网站创建的具
体步骤和注意事项。

110088家家渔渔企企搭搭上上水水产产电电商商平平台台

日前，孙家疃小学举行首届
“悦读乡音，情系大海”读书文化
节。学校开展海洋吉祥物故事创
编比赛、读书手抄报展评、师生书
法比赛，还举行了读书展演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三家企业

获48万补贴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董衍飞) 近日，
迪沙药业、华东数控、东生能源等
3家企业首次获批聘任院士的科
研活动经费和政府津贴共计48
万元。

根据省厅有关聘任院士政策
要求，聘任单位引进和聘任省外
院士，符合每年在山东工作时间
三个月以上，有具体的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重大课题或新产品研
究开发项目，并有每年不少于10
万元的经费投入和其他相应的科
研条件，聘任单位可申报享受政
府津贴和科研补助经费。

保食药安全

市财政拨400万元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高晶洁 ) 从市财
政局了解到，今年，市级财政累计
拨付专项资金400多万元，用于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

专项资金投入，健全食品安
全检验检测体系，有利于食品、保
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
等领域的生产、经营及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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