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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霞霞口口景景区区调调高高免免费费儿儿童童身身高高
将免费儿童的身高限制调高至1 . 3米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冯琳)

即日起，威海西霞口景区下辖
的所有景区将免费儿童的身高限
制由之前的1 . 2米上调至1 . 3米。
凡身高没有超过1 . 3米的儿童都
可免费畅游西霞口景区。

此次调整的景区包括西霞口
神雕山野生动物园、成山头、海驴
岛及摩天岭生态旅游风景区等。

西霞口动物园一位丛姓工作人员
介绍，西霞口动物园的游客中，孩
子占很大比例。近几年来，景区一
直实行“1 . 2米以下儿童免费游
园”的规定。此次调高儿童的身高
限制旨在扩大优惠范围及力度，
惠及全国小朋友游客。

据不完全统计，西霞口景区
近年来每年的游客中，有上万名

身高在1 . 2米-1 . 3米之间的儿
童。此次调整对于身高在此范围
的小朋友们是喜讯。你和小伙伴
们有没有很高兴呢？

身高长太快

“免费标准”也长长呗？

西霞口景区身高限制调高对
于小朋友们自是喜讯，可是，如果

其他游玩场合及出行方式也能再
“缓缓”，想必小朋友们就更开心
啦！

不少家长感叹，如今孩子发
育好，6岁顶以前8岁，如果游玩及
出行的免费标准也能提高点该多
好啊？对此，您有什么想法要跟我
们分享吗？您和孩子曾遭遇由身
高限制引发的趣事或尴尬事吗？

您有好的建议和呼吁给身高限制
执行方吗？快来我们的微信说个
痛快吧。

不“吐”不快，不见不散。
齐鲁晚报今日威海公众微信

号：qlwbjrwh。
齐鲁晚报新浪微博公众账

号：@今日威海。欢迎您参与投
票。

涉嫌传销活动

去年4起被查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孟
霏) 2014年，威海市工商局共处
置涉嫌传销活动4起，移送公安部
门1起，调查直销企业1家，约谈5
家。

2014年5月15日，威海市工商
局与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
和防范传销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
宣传日活动，对传销违法行为形
成强大的打击合力。8月份，威海
市工商局还通过威海联通、移动、
电信三家通信运营商向手机用户
发布打击传销公益短信2条共10
次，受众超过200万人次。

在直销市场专项检查工作
中，威海市工商局共处置涉嫌传
销活动4起，移送公安部门1起，调
查直销企业1家，约谈5家。

爱爱老老
13日上午，大兴安岭源天玉饮

品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为东发老
年公寓的老人们送来了70箱矿
泉水，并探望了在此养老居住的
老人们。

本报记者 孙鹏飞 摄影报道

来“辣莊”体验

正宗重庆老火锅

本报1月14日讯 “辣莊重
庆老火锅”登陆威海了！开业短短
时间内，该店的营业状况可以用

“火爆”来形容，在“辣莊”等位，简
直都成了一道风景……

店内的装修风格古典，每个
角落都体现了不同的朝代特色，
每个角落也都有不同的穿越主
题。不仅有三国时期的特色，亦可
以穿越回宋朝，还能体味到武侠
味道。

除了店内的装修风格外，店
员的打扮也极具特色，吕布、貂
蝉、西施、唐僧、大乔、小乔等人的
轮番伺候，粗布麻衣的店小二、装
扮美丽的古代美女以及餐桌上的
二大碗，都让食客吃出了别具特
色的辣莊文化，这也引得“川粉”
轮番前来解馋。

除了独特的风格外，饭店还
给食客带来了原汁原味的川蜀
美味，在四川原产地开设了“生
产基地”，店内出售的所有美食
均在“生产基地”，采用原产地所
有食材加工成半成品，每日空运
至该店，酿就了独有的“辣莊老
味锅底”，纯四川千层肚、鲜九尺
鹅肠、鲜毛肚、四川方笋、四川苕
粉、四川贡菜等都是“川粉”的最
爱。

“辣莊重庆老火锅”既印证了
品牌之路，也将成为您饮食消费
的不二选择。

订餐电话：0631-5316666
地址：威海市青岛中路滨海龙城
西门148号。

本报1月14日 (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王青 ) 近日，国
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卫生部启动了2012-2013年度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工作，山东省
再次荣获“无偿献血先进省”，威
海市连续五届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先进城市”，其中全市共有602
人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据了解，本次表彰威海市共
有602人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
奖，44人荣获“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奖”，创历史新高，较2010-
2011年度增加了131人。其中118
人被授予“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164人被授予“无偿献血奉
献奖银奖”，320人被授予“无偿

献血奉献奖铜奖”。
2014年，威海市无偿献血

3 . 43万人次、总献血量1400万
毫升，无偿献血协会志愿服务共
计2550多人次、12573小时，在全
省乃至全国同类地市中名列前
茅。

据悉，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奖，用以奖励积极参与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工作的个人。设置

“一至五星级”奖项，分别奖励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累计时间达到
120小时、240小时、360小时、480
小时、600小时的志愿者；另设

“终身荣誉奖”用于奖励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0年且累
计时间超过1500小时，或累计时
间超过3000小时的志愿者。

威威海海获获全全国国无无偿偿献献血血先先进进城城市市
连续第五年获此殊荣，602人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云超 ) 14日，
记 者 从 威 海 市 教 育 局 获 悉 ，
2015年，威海在全市170多所中
小学中实施护眼工程，开展访
谈讲座、培训校医及班主任500
人次以上，建立学生视觉健康
档案和数据库。

据2013年全省中小学生健
康体检统计结果显示，13至15

岁中小学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
为70 . 94%。为进一步提高中小
学生近视眼防治能力，2015年，
威海在全市170多所中小学中
推行护眼工程，开展访谈讲座、
培训校医及班主任500人次以
上，邀请省内外专家开展近视
眼防治专题培训，从“三姿”入
手，使师生掌握保护视力健康
知识和技能。

目前，每年秋季开学后，
威海市教育局组织各学校联合
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机构，对
学生统一进行一次常规健康体
检，其中眼科检查包括视力、
沙眼等。学生体检率、建档率
达到100%，及时了解、掌握中
小学学生生长发育与健康状
况。

2015年，威海将科学开展

中小学体质健康综合干预，推
动中小学生视力低下综合防
治，中小学生每年进行一次视
力检查，建立学生视觉健康档
案和数据库，对视力低下患者
提供治疗干预。向学生家长宣
传健康知识，对家长进行正确
用眼等健康教育，督促中小学
生居家生活期间养成良好的健
康生活方式。

117700余余所所中中小小学学实实施施护护眼眼工工程程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冯
琳 ) 春节前夕，航空常现“一
票难求”局面。14日，记者采访
发现，就目前来看，春节期间
从威海发往北京、上海及东北
方向城市的机票虽紧俏但尚可
买到，且有折扣票。但从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至威海的票剩余
很少，且几乎全为全价票。提
醒广大市民在抢购出游票时别
忘了及时下手抢回程票。

尽管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
月时间，飞机票抢夺大战早已
拉开，不少线路一个月之后的
飞机票已经所剩无几。

从威海始发方向来看，自
2月10日起，飞机票尤为紧俏，
其中威海至大连及哈尔滨方向
最为紧俏，春节期间各线路每
日余票仅在2- 6张，且折扣力
度很小。

其次是北京及上海方向也

很紧俏，折扣力度较小，各线
路每日余票在八九张。而广州
及南方其他城市紧俏程度相对
较低，折扣力度较为理想；从
其他城市到威海来看，各线路
票均十分紧俏，除广州外，其
他城市至威海春节期间几乎全
为全价票，难觅折扣票踪影，
大连、哈尔滨及北京至威海不
少日期仅余几张头等舱票，若
不及时抢购很难抢到。

记者从航空部门了解到，
今年春节期间返威票更难买，
市民在购买出游票时最好买
好 返 程 票 ，以 免 买 不 到 回 程
票。对于目前暂时有一定折扣
的 离 威 票 来 说 ，折 扣 力 度 来
说，市民越早抢购，折扣越理
想。

此外提醒旅游流顾客不要
与探亲流及返乡流重叠，尽量
避开春节前后几天。

购购买买春春节节期期间间机机票票 返返威威票票更更““紧紧””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王
帅) 13日、14日，嘉盛、喜盈门、
鹏程三家液态奶生产企业受检。

检查现场，威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静态查看
了收乳等前处理工序和风味乳
配制工序和化验室，动态检查了
风味乳分装和外包工序。

此次为突击检查，三家企业
在原料乳收购、生产过程均能够
按照制度规定执行，出厂检验符
合相关规定。

液态奶企业受检

13日早晨，威海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开进荣成市人民医院，该院
90名干部职工挽臂献血。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李煜

日前，2013年度山东省旅游
产业创新奖评选结果揭晓，威海
市“威韩连线旅游产品”荣获旅游
营销创新奖三等奖。

“威韩连线旅游产品”是威海
市旅游局联合韩国旅游发展局共
同策划推出的特色旅游线路和跨
境旅游产品。实施“2+5”(威海二
日游、韩国五日游)和“3+4”(半岛
三日游、韩国四日游)线路。

记者 冯琳 通讯员 曲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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