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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产产项项目目啥啥风风险险 建建设设部部门门有有数数
市建委建立房地产开发项目风险预警机制，市民可咨询

本报 1月 20日讯 (记者 王
帅) 今年1月起，威海市城乡建
设委员会建立房地产开发项目
风险预警机制，将存在经营风
险、信访隐患的项目列入督察内
容，以及时地化解风险和矛盾，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经营风险、信访隐患情

况，房产项目可被划分为高危、
危险和较危险三个等级。

高危等级即开发资金已经
或即将断链，预售量较大，存在
较大的群体性矛盾纠纷或已发
生较多信访案件的项目；危险
等级即开发资金已经或即将断
链，尚未进入预售环节或预售

量较少，存在较突出群体性矛
盾纠纷或信访隐患的项目；较
危 险 等 级 即 开 发 资 金 非 常 紧
张，有可能导致资金链断裂的
项目，商品房销售下滑较大，存
在一定群体性矛盾纠纷或信访
隐患的项目。

目前，包括乳山、荣成、南海

新区等地的15家房地产项目被
列为存在风险开发项目。

市建委要求，各区市建设局
应按属地管理原则，对辖区内在
建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展普查。

被列为高危等级的房地产
项目，要每月汇报项目情况；被
列为危险等级的房地产项目，要

每季度汇报项目情况；被列为较
危险等级的房地产项目，要每季
度进行梳理，如有项目达到高危
等级或危险等级，及时列入督
察，实施监控。

市民若想得知置业的房产
项目是否有风险，也可咨询项目
所属建设部门。

海洋

小卫士
20日，威海孙家疃小学举

行了“为海那片蓝”环保志愿
行活动。50余名学生及家长参
加了活动。今后，该校将依托

“爱海扬帆”志愿者协会，定期
举行海洋环保活动。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威海首届滑雪

文化节落幕

本报1月20日(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原所强) 20日，记者从
威海市体育局获悉，“山泰杯”全
国冬季山地户外挑战赛暨威海
首届滑雪文化节在文登区圆满
落幕。

16至19日，“山泰杯”全国冬
季山地户外挑战赛暨威海首届
滑雪文化节在文登开赛，成为目
前国内沿海地区首次举办的全
国最权威的冬季山地户外赛事
活动，来自全国16支代表队64名
专业运动员和200多名非专业运
动员参赛，吸引了周边城市数千
名滑雪爱好者。

极地onepolar队、长春大学
代表队分获山地多项赛和雪地
战第一名。

威海新增俩

省级特色产业镇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李孟
霏) 近日，经山东省中小企业局
考核认定，威海市港西镇和威海
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草庙子镇列
入第四批“山东省特色产业镇”。
截至目前，威海市省级 “特色产
业镇”达到11家。

2015年，威海市中小企业局
将继续加大“特色产业镇”培育力
度，调整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
式，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优势。

据了解，11家“特色产业镇”
分别为荣成市人和镇、荣成市俚
岛镇、荣成市埠柳镇、文登市龙山
街道办事处、环翠区张村镇、高区
怡园街道办事处、高区田和街道
办事处、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
山镇、威海临港区苘山镇、威海市
荣成市港西镇、威海临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草庙子镇，涉及的产业
分别为水产品加工、海带养殖、果
品加工、家纺制革、机械制造业、
电子信息、渔具等产业。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王凯) 20日，
记者从环翠区残联获悉，依托

“威高光明行动”捐助的资金，
2 0 1 4年，环翠区对辖区内的
13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
复明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

自创建“全国白内障无障
碍区”以来，环翠区每年都会组

织一次白内障复明工程。2014
年，依托“威高光明行动”捐助的
资金，环翠区残联组织了百余名
康复协调员，分别对全区镇、街
道进行上门入户调查，摸清了白
内障患者的基本状况，为每一名
患者建档立卡，最终对辖区内的
130名符合条件的白内障患者
免费实施了复明手术。

据悉，自光明行动开始以
来，截至目前，环翠区已免费为
1888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
手 术 ，人 工 晶 体 植 入 率 达 到
100%，脱残率达到 99%，累积
共投入283 . 2万元。

开展康复服务系列活动也
是环翠区助残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2014年，环翠区残联投

入 12万元资金，新建 1处康复
指导站、6个社区康复站及1处
企业残疾人康复训练室；同时，
对191名贫困精神病患者实施
免费服药、住院服务，发放康复
器材 300余件(套)；对 27名孤
独症儿童、5名脑瘫儿童、3名
智力残疾儿童进行了康复训
练。

环环翠翠区区113300名名白白内内障障患患者者复复明明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陈晓旸) 记者从威海

市教育局获悉，22日，荣成5位发
音人将到鲁东大学进行纸本调
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山
东库建设荣成话发音人遴选结

束。目前，文登已进入收尾阶段，
环翠、乳山仍接受报名。

据悉，2014年，环翠区、文登
区、荣成市、乳山市被纳入山东省
有声数据库建设调查范围。目前，
文登话发音人已经过专家纸本调

查，进入最后的录音录像阶段，通
过专家审核后，将正式入中国语
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山东库。日前，
荣成已经完成发音人遴选工作，
22日，符合要求的5位发音人将到
鲁东大学进行为期5天的纸本调

查工作。市语委办工作人员介绍，
纸本调查是发音人用方言读字、
词、句等，专家团队做记录，任务
艰巨。

目前，环翠、乳山接受发音人
报名，其中环翠发音人报名截至2

月17日，报名者登陆环翠教育局
信息网(通知公告栏)下载《中国语
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威海话发音人
报名登记表》，将《报名登记表》电
子版发送至邮箱:hcpjl@sina.com，
或拨打5288813电话报名。

荣荣成成55位位发发音音人人将将受受纸纸本本调调查查
环翠发音人报名截至2月17日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刘洁)
25日上午，2015威海铁人首站环

海路跑积分赛将在孙家疃举行，设
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体验组
等项目，最长距离为20公里。

威海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自

2011年至2014年，连续四年取得
全国铁人三项团体积分第一。1月
25日上午9点，威海铁人首站环海
路跑积分赛将在孙家疃举行。比
赛分男、女半程马拉松为20公里，
男、女迷你马拉松为8 . 4公里，男、

女体验组为4 .2公里。
从孙家疃镇长城酒店出发向

东，至菊花顶向东沿铁人三项自
行车赛道环海路进行。比赛期间
比赛路线各段设关门时间，限时
进行交通封闭。比赛路线沿途每5

公里设立一个医疗点，医疗点前
50米有明显标志。每1000米，设一
名志愿者，帮助有需要的选手。

完成项目者将发放完赛证
书，完赛运动员、志愿者可免费参
加威海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年

会，凭券抽奖。比赛接受网上个人
报名和团体报名，报名咨询电话，
丛 老 师 1 5 8 0 6 3 1 1 8 9 0 ，邮 箱
1055184985@qq.com。报名地址，
威海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办公地
址：文化中路62号。

威威海海铁铁人人首首站站环环海海路路跑跑2255日日开开赛赛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王
帅) 20日，威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启动春节期间食品流
通环节的监督检查，商超及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等均是检查重
点。每结束一处检查，执法人员
均立刻给出整改意见。

此次重点检查农产品、食
品批发市场，较大食品批发单
位及大中型食品商场超市。重
点品种为节日以及群众日常生

活必需的粮食制品、畜禽肉、肉
制品、水产品、食用油、乳制品、
酒类、饮料、调味品等。

执法人员对食品经营户和
食品市场主要检查食品经营单
位是否取得了食品流通许可
证，从业人员是否具有有效健
康证明；食品经营者是否严格
落实食品进货查验制度和台账
记录制度，台账记录是否齐全；
查看经营的食品是否存在质量

问题；散装食品是否严格落实
销售规定，特别是是否落实销
售生鲜食品和熟食制品的有关
规定。执法人员还将对可疑食
品进行抽检。

20日上午，执法人员来到
位于温泉的威海市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检查过程中发现了部
分问题，如某海参店店内存放
的包装海参冷冻制品、海参和
鲍鱼干制品的包装上均没有产

品的标签标志，没有生产日期、
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
式、QS标识等内容；某熟食店
未保存加工肉品原料来源证明
和检验检疫证明，无熟食制作
加工记录、食品添加剂使用记
录等。执法人员对猪头肉进行
了抽检，并对检查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现场出具了整改意见。

如有食品药品方面的疑
问，市民可拨打12331咨询。

检检查查一一结结束束就就出出整整改改意意见见
市食药监局检查食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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