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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爱爱遇遇困困老老年年人人项项目目实实施施
威海市慈善总会设定了现金、物资、义工服务三种参与渠道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王文娜 林伟
强) 为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帮助
遇困老年人改善生活，日前，威
海市实施“夕阳红”关爱遇困老
年人慈善项目，市民可通过现金
捐赠、物资捐赠、义工服务为有
困难的老年人献爱心。

据了解，“夕阳红”关爱遇困
老年人慈善项目关爱对象包括，
具有威海市户口，60周岁以上的
低保家庭、农村五保对象、城市

“三无”对象，以及其家庭人均收
入在当地低保标准120%以下或
因特殊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
的老年人。

市民可通过现金捐赠、物资
捐赠、义工服务三种方式参与，
其中，现金捐赠方面，威海市慈
善总会设立“夕阳红遇困老年人
慈善关爱基金”，接收社会各界
捐赠，专款用于遇困老年人救
助；物资捐赠方面，威海市慈善
总会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米、

面、油、被服、果蔬等，专项用于
遇困老年人救助；义工服务，乐
于奉献时间、精力和技能的参与
公益慈善活动的人员，可在威海
市慈善总会注册为慈善义工，组
织开展为老人理发、打扫卫生以
及协助开展救助老年人等活动。

遇困老年人可填写《“夕阳

红”慈善关爱贫困老年人家庭情
况表》，养老服务机构填写《“夕
阳红”慈善关爱贫困老年人家庭
情况表(养老服务机构)》。经过调
查核实公示，相关部门将实施救
助活动。威海市慈善总会接收款
物和使用情况将上网公示，并通
过新闻媒体公开，接受监督。

风雪低温齐至

注意“双黄”预警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
震) 30日，威海市气象台发布海
上大风黄色预警，威海市海上搜
救中心发布海上风险黄色预警信
息。12月31日，威海各沿海海区北
风7～8级阵风10级。

记者从威海市气象台获悉，
12月31日，威海北部有中雪，南部
有阵雪。根据以往的降雪分布来
看，预计文登区降雪较大。1月1
日，降雪仍将持续，预计北部有小
到中雪，南部仍为阵雪。

12月31日，沿海地区的气温
为 - 3℃到 3℃，内陆为 - 4℃到
3℃；1月1日，沿海地区的气温为
-4℃到0℃，内陆为-8℃到0℃。
由于气温低，降雪明显，预计会出
现影响交通的道路结冰。

12月31日，北风沿海7到8级
阵风10级，内陆6到7级阵风8级，
预计大风会在当夜逐步减弱。各
海区有巨浪、巨涌。

12月30日，威海市海上搜救
中心发布海上风险黄色预警信
息，要求尚未归港船只迅速回港
或到就近港口避风，避免在极端
恶劣天气下出海作业而发生危
险。

爱爱心心图图书书
近日，威海市团委在青岛

路小学举行“希望图书室”图书
捐赠仪式。团市委为孩子们送
上500本图书杂志。500本书将
分发到各班级图书角，进一步
丰富学生的阅读资源。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
帅) 30日，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发布住房公积金个人网上
业务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对住
房公积金缴存职工通过威海市住
房公积金个人网厅系统办理的业
务进行了详细规定，市民足不出
户可办理个人业务。

个人网上业务主要包括查询
类、签约类和资金类业务。查询类
主要提供公积金信息、贷款信息、
贷款进度查询；签约类主要包括

委托逐月提取还贷协议的签约和
终止、短信服务的签约和解约等，
用户可在除系统结算(每天17：30
-19：30)外的时间办理；资金类是
指用户通过个人网厅系统办理的
提取、贷款等涉及银行资金的业
务，包括偿还公积金贷款本息提
取、偿还商业性住房贷款本息提
取，个人公积金贷款正常还款、逾
期还款、提前部分还款和提前一
次性偿还全部贷款，用户可在工
作日8：30-16：30办理。

根据规定，每个用户只能绑
定一个手机号码，且号码归属地
在山东省内。用户可通过个人网
厅系统、服务大厅柜台办理手机
号码的绑定、变更及撤销业务。

规定对资金类业务进行了详
细规定。用户须在绑定本人的银
行卡和手机号码后方可办理资金
类业务，每个用户只能绑定一张
本地银行卡。银行卡的发卡行须
与管理中心实现系统直联，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借款人只能绑定本

人的贷款还款卡。
办理资金类业务时，公积金

管理中心须根据业务获取用户在
银行、房管、民政、公安、社保、税
务等其他部门的相关个人信息进
行联网核查，用户须根据个人网
厅系统的提示对管理中心进行授
权后方可继续办理业务。

市民在办理网上提取业务
时，绑定工行或建行银行卡的，公
积金账户资金可以实时到帐，绑
定其他银行卡的，需进行跨行结

算，资金在24小时内到帐。用户办
理正常还款、逾期还款、提前部分
还款和提前全部还款业务，应保
证绑定的银行卡账户资金足额、
账户状态正常。

市民可登陆威海公积金管理
中心网址(http：//www.whzfgjj.com
或http：//www.whsgjj.cn)进行访
问，个人网厅系统提供密码验证登
录和短信验证登录两种登录方式。

该规定自2015年1月10日起
施行。

公公积积金金个个人人业业务务可可网网上上办办理理
包括查询、签约和资金类业务，2015年1月10日执行

有着浓浓异国风情的圣诞节
刚过，马上即将迎来欢乐喜庆的
元旦佳节。元旦是庆贺新年的开
始，欢度元旦是世界各国各地区
的普遍习俗。不知不觉中，我们就
将告别2014年，迎来崭新的2015
年。

12月28日，距离2015年的元
旦新年还有三天，在九龙城购物
广场，笔者看到，不论是门头、廊
道、还有商场内的各种店铺，都装
饰着各色各样的元旦装饰，店员
都喜气洋洋，新年的氛围渐浓。

“我们刚刚成功打造了威海
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圣诞

节，面对即将到来的元旦佳节，我
们同样精心准备了形式多样的各
种活动，我们把元旦的主题定为

“岁末风暴，全城狂欢”，不仅在商
品促销上会比圣诞节力度更大，
在企划活动上同样会比圣诞节更
加丰富多彩。”正在商场内巡视的
九龙城购物广场总经理于晓云
说。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在九
龙城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购物狂欢
夜，元旦的时候，听说这里的商品
促销力度更大，而且还有精彩跨
年晚会，我们已经计划好了元旦
的时候，再次在九龙城度过一个

更疯狂的跨年夜。”正在商场内闲
逛的一对情侣说。

笔者在商场内的广告上看
到，元旦期间，九龙城的商品折扣
力度的确很大，冬季服饰满199减
100，减后现金满1000元及以上，
再送100元现金券；12月31日19:00
-1月1日1:00疯狂加码6小时，冬季
服饰加码满2元减1元！国际名品5
折起，折后满 1 0 0 0 0及以上，赠
Coach品牌包一个，还可以免费办
理九龙城白金卡！这种折扣力度
确实很吸引人。还有，针对卡内有
积分的九龙城普卡会员，关注九
龙城官方微信，来店即送“九龙城

2015新年台历”一本。
持有家家悦贵宾卡市民朋友

们注意了，九龙城新年“卡”有礼，
持家家悦贵宾卡在九龙城消费，
购买百货服饰类商品满5000及以
上即送100元购物卡。而且，顾客
持九龙城或家家悦贵宾卡，在家
家悦各加油站加油，也可领取

“2015年台历一本”。
在12月31日晚，“蒙牛—年味

更纯‘甄’新年音乐会”将璀璨开
启，美女大巡游、跨界服装秀、新
年倒计时等精彩纷呈的节目一定
会让你大饱眼福。在音乐会期间，
还可以参加砸金蛋活动，10g金

条、千元购物卡、吸尘器、电压力
锅等大奖等您拿。

还有一个好消息，“唱响新
年，九龙城好声音第1季”招募启
动，即日起只要您年满16周岁，爱
好唱歌，即可大声秀出你的好声
音，报名参赛，夺得擂台赛的冠
军，将获得千元九龙城卡！准备好
了吗？九龙城好声音舞台等你来
挑战！另外，唱响新年，九龙城好
声音第1季现场大众评审也在火
热招募中，30名大赛大众评委虚
位以待等你来。

元旦将至，九龙城购物广场
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么？

岁岁末末风风暴暴 你你准准备备好好了了吗吗？？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
帅 ) 30日，威海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发布住房公积金12329
短信服务管理规定。市民可自愿
开通短信服务，享受账户信息查
询、汇补缴通知、提取等涉及个
人私密信息的私有信息服务。

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短信服务包括主动发送的下
行短信和用户点播的上行短信，
内容包括公共信息、业务验证和
私有信息。管理中心发送下行短

信，费用由管理中心承担，职工
免费接受；用户主动发送上行短
信，费用由用户承担。短信签约
用户可通过发送管理中心提供
的上行指令获取相应信息。

短信服务自愿开通。短信服
务的开通分为手机号登记(以下
简称登记)、手机号绑定(以下简
称绑定)及短信签约(以下简称
签约)三种。

以上三种操作后，市民可享
受以下服务：职工在管理中心办

理业务时，登记手机号码的用
户，可以享受政策通知、业务告
知等公共信息服务；办理手机绑
定的，可以享受公共信息服务和
业务验证服务；办理短信签约
的，可以享受账户信息查询、汇
补缴通知、提取等涉及个人私密
信息的私有信息服务、业务验证
服务和公共信息服务。

每位职工只能绑定一个本
人的手机号，号码归属地须在山
东省内。职工可通过管理中心提

供的个人网厅系统、服务大厅柜
台、自助查询机和短信办理服务
的开通、变更和撤销，没办理住
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职工可撤
销手机号码登记。如要短信签
约，须先绑定手机号。绑定撤销
同时短信解约；短信解约时，手
机号码仍为绑定状态，仍可继续
接收系统的短信验证码。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
对职工手机号、信息保密。本规
定自明年1月10日起施行。

开开通通公公积积金金短短信信 能能享享受受多多项项服服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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