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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节节游游威威海海出出发发 外外地地客客增增两两三三成成
业内认为城铁效益凸显，其中，韩国游多团体客，泰国游多散客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冯
琳 ) 目前，各旅行社都在备战
春节。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春节
的旅游市场，旅行社不仅掘金本
地旅游市场，收获颇丰，还揽来
不少“外地客”，比去年同期增二
成到三成。

18日，记者走访多家旅行社
发现，“到别处旅游，从威海起步”
的现象比往年更明显。文化路一
旅行社内，记者采访期间，工作人
员接了几个关于韩国游、泰国游

的外地咨询电话。工作人员介绍，
报名韩国游的外地游客很多，团
体报名较多，散客也不少；中意泰
国游的外地客中，散客较多。这位
工作人员介绍，不完全统计，今年
春节游，他们接单的外地游客比
去年同期增二成左右，主要来自
省内各内陆城市。

威海假日国际旅行社的赵
总介绍，她们旅行社的今年春节
游主要以外地散客为主，比去年
同期增加三成，目的地主要韩

国、泰国。这些外地游客主要为
省内各城市市民，东北游客也不
少。

今年春节游威海各旅行社
吸引外地游客比往年多，对此，
赵总认为价格优惠是主要原因。
今年春节游，威海一些旅行社通
过包机降低成本，提供出游优惠
价格，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此
外，威海距离韩国较近、城铁开
通后交通优势凸显，越来越多的
外地人选择从威海起步，到韩国

旅游。
记者走访市区另3家旅行

社，各家情况基本一致，今年春
节游吸引外地游客的数量比去
年同期增二成到三成。海滨路一
旅行社的张姓工作人员介绍，对
威海旅游市场来说，吸引外地游
客来威海报名，比吸引本地游客
更有意义，外地游客从威海报名
去其他地方旅游，可能会顺便在
威海旅游，甚至在威海旅游数
日。

629名农民工领70万救助金
已累计发放526万元，惠及4314人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王文娜 林
伟强) 1月16日，威海市慈善
总会、威海建设集团农民工救
助金发放仪式在威建集团礼
堂举行，629名农民工领到70
万救助金。这是威建集团开展
农民工救助活动以来第8次发
放救助金。

16日上午，威海市慈善总
会、威建集团拿出70万元，救
助来自全国各地的629名在威
建筑业遇困农民工，为他们送
去祝福。受助农民工代表王明
华说，能在年前收到这样一份
礼物，对自己的帮助很大，他
非常感谢市委、市政府及社会

各界对建筑业困难农民工的
关心和爱护，今后一定要加倍
努力，为威建集团的发展和威
海的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威海的城市建设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与
广大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分不
开的，但不少农民工及其家庭
都面临着各种生活困难。为帮
助他们，2007年，威建集团在

“慈善月”活动中一次性认捐
慈善基金2000万元，专门成立
了威海建设集团农民工基金
管理委员会，重点救助家庭困
难的外来务工人员。自2007年
以来，累计发放救助金526万
元，惠及遇困农民工4314人。

“威韩连线游”

获省创新奖

本报 1月 18日讯 (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曲茜茜 ) 日前，
2013年度山东省旅游产业创新
奖评选结果揭晓，威海市旅游局
联合韩国旅游发展局策划推出
的“威韩连线旅游产品”获旅游
营销创新奖三等奖。

“威韩连线旅游产品”是威
海市旅游局发挥地缘优势、交通
优势、产品优势，联合韩国旅游
发展局策划推出的特色旅游线
路和跨境旅游产品。

“赴韩国旅游从威海起步，
到中国旅游从威海开始”战略，
将威海与胶东半岛和韩国重点
城市旅游资源整合，设计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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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繁荣威海旅游市场，
加快威海旅游产品结构调整，打
造中韩旅游交流的桥头堡地位，
推动威海旅游转型升级发挥了
重要作用。

旅游产业创新奖由山东省
旅游局设立于 2008年。此次创
新奖设有旅游营销、旅游目的地
产品、乡村旅游发展、旅游人才
开发等四类奖项，本次评选共收
到申报项目156件，评选出一等
奖 2 项、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1 1
项。

社群经济峰会

商家抱团发展

本报 1月 18日讯 (记者 王
震 ) 18日，威海社群经济峰会
举行，210多家企业参加。

在全民网络社交时代，具有
相同兴趣、认知以及价值观的人
群高度聚合而成的互联网社群，
为传统行业打造基于信任和忠
诚度的社群经济提供了绝佳的
机会。本次峰会由威海广播电视
台音乐广播、907微商会、威海K
友汇、威海异业联盟、中产者企
业家俱乐部主办。

据介绍，本次峰会旨在促进
威海企业家之间、企业与异业之
间、不同社团组织之间的合作对
接，促进企业之间、企业和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沟通，
服务企业掌握政策信息，拓展企
业生存、发展空间，协助企业更
好地抓住机遇实现发展；通过整
合银行、投资、担保、基金等金融
机构资源，给会员企业提供上市
辅导、贷款、风险投资等方面的
服务，帮助解决企业的投融资难
题。

会场内设置企业的产品、业
务等宣传材料及产品实物的展
示区，让企业的产品更真实、更
直观的展现出来，促进企业之间
的产品和服务项目落地置换。

本报 1月 18日讯 (记者 刘
洁 ) 近日，威海出台《关于促进
现代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构筑现代海洋渔业产业体系，完
善扶持政策，加大财政支渔惠渔
力度，各级政府要设立现代海洋
渔业发展专项资金。自 2015年
起，市级专项资金每年不少于
5000万元。

《意见》提出，到2017年全市
水产品产量达到255万吨，实现
渔业经济总产值1200亿元，渔民
年均收纯收入达到3万元，初步
形成以远洋渔业、养殖增殖业、加
工增值业、海产品流通业、渔业装
备制造业、休闲渔业等为主的现
代海洋渔业产业体系。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全国现代海洋渔业
引领区、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海

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区。提出强化
保障措施，加大财政支渔惠渔力
度，完善扶持政策。各级政府要设
立现代海洋渔业发展专项资金，
加大对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增殖
放流、远洋渔业、海洋生物产业、
休闲渔业、品牌渔业和渔业科技
等基础性、前瞻性、公益性领域的
支持力度。自2015年起，市级专
项资金每年不少于5000万元。加

大金融支渔惠渔力度，对重点海
洋渔业项目提供项目贷款、并购
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等授信支
持。

根据《意见》，到2017年远洋
渔业产量达到40万吨，突破60亿
元；深海养殖面积达到50万亩，
底播增殖面积达到80万亩，建成
5 处国家级现代渔业种业示范
场、10处省级以海洋生物遗传育

种基地，良种覆盖率达到80%以
上；海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值600
亿元以上。

《意见》从强化园区集聚、龙
头支撑、品牌引领等功能方面，提
出具体要求目标，力争到 2017
年，培植年产值过20亿元的海洋
渔业企业10家以上，打造10个国
家级海产品品牌和60个省级海
产品品牌。

每每年年至至少少55000000万万元元助助力力渔渔业业发发展展
《关于促进现代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出台

人事档案管理费取消
2014年12月31日前没缴的还要补缴

本报 1月 18日讯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程朋 ) 日
前，记者从威海市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获悉，自今年 1
月1日起，威海全面取消收取
流动人员人事关系档案保管
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
递费等费用，但在 2014年 12
月31日前没有缴费的仍需补
缴。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包括
辞职或被辞退的机关工作人
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的人事档案；与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
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的人事档案；待业的大中

专毕业生的人事档案；自费出
国留学人员的人事档案；外商
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区街企
业、民营科技企业、私营企业
等非国有企业聘用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事档
案；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
中方雇员的人事档案；其他流
动人员的人事档案。

此前，收费标准为每份每
月10元，全年120元。“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威海市不再收取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费。而
在2014年12月31日前没有缴
费的，仍需补缴。”威海市人力
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16日，竹岛街道办海源、翠竹社区举办“红叶逐梦
翠竹庆春”楹联进社区活动。

本报记者 王帅 摄影报道

18日，环翠楼街道办大桥社区开展“迎新春、送春
联”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入户为孤寡、贫困老人送春联和

“福”字。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本周周总总体体气气温温不不低低 2211日日有有小小雨雨雪雪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王

震) 本周以多云天气为主，21
日有小雨雪，且风力较大，好在
气温并不算低，且后期天气转
晴，气温还将逐步回升。

19日，多云，北风沿海5到6
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1℃
到3℃，内陆-4℃到3℃，市区-
1℃到3℃。

20日，多云转阴，南风沿海
5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
-2℃到6℃，内陆-6℃到6℃，市
区-2℃到6℃。

21日，多云间阴有小雨雪，
南风沿海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
阵风8级，内陆4到5级转北风5
到6级，温度沿海0℃到5℃，内
陆-2℃到4℃，市区0℃到4℃。

22日到25日，风向转为南
风，天气转晴，气温也将逐步升
高，预计内陆最高气温 7℃左
右，沿海最高气温6℃左右。

20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寒”。“大寒”是二十四节气
中最后一个节气，是天气寒冷
到极点的意思，过了“大寒”，气
温便开始逐步回升，又迎来新

一年的节气轮回。
虽是“大寒”时节，但“三九

寒天”已于17日结束，且近期的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气温略高，降雪偏少，易于
滋生病菌，所以，近期病毒性感
冒患者增多，请广大市民注意
预防，尽量不要到人员密集场
所。

送春联


	W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