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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播播体体操操大大奖奖赛赛获获奖奖名名单单公公布布
共计24支队伍获奖，奖金最高5000元，近期即可领奖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
洁 ) 28日，记者从威海市体
育局获悉，第九套广播体操大
奖赛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和推
广组共24支队伍获奖，其中两
组别各设一等奖1名，最高奖
励为5000元，近期，各获奖队
伍即可领到奖金。

按照比赛通知，大奖赛设
机关企事业单位组和推广组2
个组别。各组别均设置一、二、
三等奖。

此次机关企事业单位组
共5支队伍获奖，其中一等奖
1名，奖金5 0 0 0元，二等奖2
名，各获3000元，三等奖2名，

各获1000元；推广组共19支
队伍获奖，其中，一等奖1名，
奖金3000元，二等奖6名，各
获1000元，三等奖12名，各获
500元。

为促进全民健身运动，推
动和普及第九套广播体操，威
海市体育局、市直机关工委、
市总工会、市广播电视台联合
举办，齐鲁晚报·今日威海、威
海大众网协办，2014年威海市
第九套广播体操大奖赛，面向
全市报名，大赛受到全市健身
爱好者的积极响应，400余人
参赛。

本次比赛为视频通讯

赛，组委会综合各参赛单位
日常练习情况 (占总成绩的
1 0% )、网络投票 (占总成绩
的20%)及专家评审(占总成
绩的7 0%)最终确定2 4个获
奖单位。

据了解，专家评审拉开了
本次大赛排名的差距，评审更
注重细节。乳山市教育局、乳
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服装的
选择、动作的整齐度、队员的
精神面貌赢得了所有评委的
认可，每位评委的评分都在90
分以上，排名分别拔得两个组
别的头筹，分获两组别的一等
奖。

奖项 获奖单位 排名 奖金

一等奖 乳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 3000元

二等奖 石岛管理区宣传群团办 2 1000元

二等奖 临港区蔄山镇蒙娜丽莎舞蹈队 3 1000元

二等奖 文登区南山社区 4 1000元

二等奖 经区西苑街道文峰社区 5 1000元

二等奖 环翠区孙家疃街道远遥社区 6 1000元

二等奖 高区田和街办寨西社区 7 1000元

三等奖 文登日报社 8 500元

三等奖 文登区文化执法局 9 500元

三等奖 经区桥头镇西贞村 10 500元

三等奖 经区桥头镇西于家村 12 500元

三等奖 经区桥头镇方吉村 13 500元

三等奖 高区田和街道办事处古寨社区 14 500元

三等奖 经区桥头镇孟家庄村 15 500元

三等奖 高区田和街道办事处洪智社区 16 500元

三等奖 环翠区孙家疃街道海北社区 17 500元

三等奖 文登区统计局 18 500元

三等奖 文登区审计局 19 500元

奖项 获奖单位 排名 奖金

一等奖 乳山市教育局 1 5000元

二等奖 临港区蔄山镇秦权社区 2 3000元

二等奖 文登区水利局 3 3000元

三等奖 文登区人社局 4 1000元

三等奖 高区田和街道办事处柴峰社区 5 1000元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
帅 ) 日前，威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开展药品市场专
项检查，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
或可待因复方口服溶液等特
殊药品复方制剂、中药饮片是
此次检查重点。

此次主要是对全市药品
批发企业和已通过GSP(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的药
品零售连锁企业进行突击检
查。重点检查含麻黄碱类复方
剂或可待因复方口服溶液等
特殊药品复方制剂、中药饮
片、冬季用量较大药品，广告
药品、冷藏药品等的采购渠

道、储存情况。执法人员还查
看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分
类摆放，是否按照规定购进、
销售和实名登记，是否存在非
药品冒充药品、超方式和超范
围经营、出租出借证照和柜台
等违法行为。

27日受检的部分药店均
设立了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
专柜，麻黄碱在药品中主要起
缓解鼻塞、流涕、打喷嚏等症
状的作用，但其也是合成苯丙
胺类毒品即冰毒最主要的原
料，长期服用会成瘾，是管制
类药物。据悉，市民购买此类
药物需凭身份证原件购买，且

每次最多购买两盒 (最小剂
量)。当日，执法人员还查看了
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购买登
记本。

市食药监局药品市场监管
科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药品批
发企业、药品零售经营企业共
487家接受检查，尚未出现药品
经营企业违规购进和销售含可
待因复方口服溶液的行为。

滥用药物，小心药品变毒
品，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服用药品应遵医嘱，防止
滥用成瘾。对食药问题有疑
问，市民可拨打12331咨询投
诉。

麻黄碱类药一次最多买两盒
市食药监局开展药品专项检查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帅
实习生 许时豪) 28日，威海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阿胶类、减肥
类、虫草类等保健食品进行检查。当
日的检查中，部分包装不符合要求
的保健食品被下架处理。

此次专项检查内容包括阿胶
类、减肥类、虫草类、降糖、降压类保
健食品，大型超市、药店、保健食品
专卖店等均是检查重点。执法人员
重点检查是否有相对独立的保健食
品专用销售区域或专用货柜，是否
设立相关部门或指定专人负责索证
索票管理工作，是否按供货者、供货
品种或供货时间建立健全索证索票
档案等。

在统一路附近药店，执法人员
查看了该店出售的虫草类保健食
品。某款虫草类药酒因保健食品名
称与批准的名称不符，被下架处理，
另一款产品则因宣传小册子标注的

保健功能过多被责令整改，当场，该
店工作人员将宣传单页下架。在公
园路某超市，一款减肥类产品因包
装上“不适宜人群”的字体未大于

“适宜人群”，被责令下架。
威海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保健

食品和化妆品科负责人介绍，按照
规定，目前保健食品的保健功能仅
有27项，如增强免疫力功能、辅助降
血脂功能、辅助降血糖功能、缓解视
疲劳功能、清咽功能等，但每种保健
食品则最多只能标注两种保健功
能。另外，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得
宣称有治疗功能。

保健食品除了看“蓝帽子”，还怎
么辨认真假，该负责人介绍，市民也
可去国家食药监局网站上查询产品
批准文号，或向经营商索要商品的食
药监局批准文件、生产厂家资质等相
关文件辨认真伪，也可以拨打12331
请食药稽查人员帮忙辨认真伪。

每每种种保保健健品品最最多多标标两两种种保保健健功功能能
市食药监局检查保健食品，部分商品被下架

威威海海117700家家企企业业获获誉誉诚诚信信单单位位
市民可登录威海红盾信息网进行查看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李孟霏)

近日，经各区市工商局(市场监督
局)、文明办、个私协会推荐，创建活
动领导小组筛选，初步评出威海市
质量第一做诚信企业60家，威海市
诚信经营示范企业60家、诚信经营
示范商户50户。

威海兴海源网具有限公
司、威海锦南皮件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海飞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等60家企业获评威海市质量第一
做诚信企业；威海华民酒业有限

公司、威海福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威海瑞轩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等60家企业获评诚信经营
示范企业；威海市铭威海参专卖
店、威海市环翠区李朝牛汤饭店、
威海市环翠区佳佳内衣店等50家
企业获评诚信经营示范商户。

目前，市民可登录威海红盾信
息网进行查看相关信息，如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与威海市个私协
会 办 公 室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5230602，5236489。

日前，一批花岗岩小石块分在3个集装箱中装运入境，威海检验检疫局
在接到报检数据的当天就按照进口石材放射性检验规程对该批货物进行现
场放射性检测。经检测，该批石材放射性指标符合检验管理值要求。

记者 王帅 通讯员 程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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