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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羊年年新新春春第第一一跑跑邀邀您您春春行行碧碧海海
正月十七开跑，全程约9公里，现可报名

本报 2 月 3 日讯 (记者 刘
洁 ) 3月 7日(正月十七)，2015
年威海市“双举海参杯”春季健
康跑将在威海体育场开跑，全
程约9公里，欢迎广大市民踊跃
报名参加。

本次健康跑活动由威海市
体育局、威海市直机关工委、威

海市总工会、共青团威海市委
联合主办，齐鲁晚报·今日威海
承办。此次“双举海参杯”春季
健康跑从威海体育场南广场出
发，经体育场西门向北经福山
路至环海路，沿环海路向东直
行至葡萄滩海水浴场，从葡萄
滩海水浴场原路返回至威海体

育场结束，全长约 9 公里。跑完
全程的市民可参与抽奖，现场
神秘大奖等你拿。

所有选手于 3 月 7 日(正月
十七)上午8点10分前在市体育
场南广场集合，参赛运动员在葡
萄滩海水浴场折返点处领取奖
券，活动关门时间为中午11点。

作为威海的传统全民健身
项目，去年由本报承办的春季
健康跑就吸引了5000多名市民
参加，掀起了春季健身热潮。此
次活动路线沿途风景优美，环
海路更是威海独具特色的靓丽
风景线，中外众多铁三选手为
它折服，市民可边健身边享受

冬春季的海景。
组委会接受团体和个人报

名，并为参赛者统一购买保险。
报名地址：海滨北路8号环发大
厦12楼齐鲁晚报·今日威海，报
名截止时间：3月5日下午5:00，
报名热线：5203337。(2月 13日
至3月1日春节放假)。

威海一旅游品牌

登山东旅游金榜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于英娜) 日前，2014好
客山东旅游金榜品牌揭晓，威海
市旅游品牌“走遍四海 还是威
海”荣获“好客山东十佳特色旅游
品牌”。

2014好客山东旅游金榜品牌
由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及大众日
报等单位联合主办，经过全省各
地市旅游局重点推荐、公众投票
和专家综合评审等环节产生。

“走遍四海 还是威海”旅游
品牌，是2008年威海市在面向全
国广泛征集的基础上，从数万条
宣传语中，精选出几条后又经权
威专家进一步整合，最终确定为
威海市的旅游品牌。

目前，威海市旅游营销在不
断创新，从重品牌营销到品牌与
产品并重转型。在进一步巩固旅
游品牌影响力的同时，以丰富的
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威海特色的深
度休闲度假产品，吸引更多国内
外游客来威海旅游度假。

环翠国税局

开展志愿活动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孟
霏 通讯员 赵静) 近年来，环
翠国税局立足国税实际，推动志
愿服务活动深入健康发展，促进
税收中心工作开展。

首先是成立了环翠国税局文
明志愿服务队，全局150多名干
部职工报名参加，并根据实际需
要和个人意愿成立税法宣传、公
共服务等小组。组织志愿者走访
慰问“空巢”老人和离退休老干
部；妇女志愿服务队开展“阳光社
会妈妈”活动，通过“一对一”、“多
助一”结成帮扶对子，对4名孤贫
儿童进行长期爱心帮扶，为他们
送上慰问金、学习用品和生活用
品等；开展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志
愿服务活动，走上街头，清理小广
告、打扫卫生、维持秩序；开展“慈
心一日捐”等公益活动，全年各类
捐款3万余元。设立“雷锋志愿服
务岗”，引导纳税人高效办理涉税
业务，全面受理涉税各环节业务
咨询，及时为纳税人解决问题。

本报 2月 3日讯 (记者 王
帅 ) 日前，威海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联合公安部门开展对
春节期间医疗器械进行检查，隐
形眼镜、假牙等都是受检内容。
一款牙齿美白产品因无中文标
识被查扣。

此次检查地处城乡结合部、
城中村、居民社区、旅游景区及
机场、长途客运站、火车站内及
周边等重点区域的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和诊所。检查内容包括，
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是否有
经营资质、所经营产品是否具有
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是否存在擅
自在产品说明书中增加适用范
围或适用症、是否在宣传材料中
夸大宣传，企业是否建立入库验
收记录、销售记录等，企业人员
资质及培训情况、经营场所与储
存条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诊所是否有医疗器械管理
制度、采购和适用的医疗器械产
品是否从已取得《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许可证》的企业购进，产品
是否具有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书，对采购产品是否有验收记录
等。

3日的检查中，部分企业采购
记录不完整被责令整改，在青岛
北路某牙科诊所，某款牙齿美白
产品因无中文标识被执法人员查

扣。当日，执法人员还对某大型医
疗器械供应商进行了检查。

目前，全市70多家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和诊所被检查。市民

如有问题，可拨打12331进行咨
询和举报。

一一款款不不合合格格牙牙齿齿美美白白产产品品被被查查扣扣
市食药监局开展医疗器械检查

本报2月3日讯 由怡光国际
经济文化集团公司、中国青年报
社、亲亲(北京)国际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等单位联合制作的36集电视连续
剧《亲亲阿伦河》已经通过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查。1月13
日，由国家一级作词曲波作词，王
雪舟、杨飞作曲，祖海演唱的电视
剧主题歌《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
在中青在线首播。

据主题歌《扣好人生的第一

粒扣》的总策划人之一、词作者曲
波介绍：这首的歌名和创作灵感
来自于2014年“五四”青年节之
际，习近平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
谈时提出的一个形象比喻：青年
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
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
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
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
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
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
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他认为《亲亲阿伦河》的
全部故事和主题，如果只用一句
话来概括，非“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莫属，而以此做为主题歌歌
名，有着非常结实的“品牌基础”。

目前担任鲁东大学艺术学院
院长的曲波，对校园里的年轻人
有非常立体的了解，他认为电视
连续剧《亲亲阿伦河》的宝贵之处
是给当代在校大学生讲述了一个
与现实社会无缝对接的励志故
事，“在这个故事里，没有空虚无

聊、信仰缺失、人生方向的迷惘，
而是让象牙塔里走出的大学生，
放下优越感，完成由不接地气向
现实生活的务实转身。就像质朴
的歌词所写的一句：千里之行从
零踏实地走，汗水炫亮凌云起高
楼。”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主旋律歌
词创作领域的曲波认为，传世的
作品就是要给大家带来阳光、正
气和能量。

《亲亲阿伦河》围绕“中国梦”
的时代主题，以当代大学生村官

群体为创作原型，通过他们追梦、
圆梦的奋斗历程，表现他们的青
春风采，突出“两代中国人，一个
中国梦”的爱国主题，引导青年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一
线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增长见
识，增长才干，让农民受益，让青
春无悔的精神。

该剧剧本由主旋律剧作家孙
海波创作，王晓明执导，斓曦、刘
佩琦、金鑫、严晓频、高发、刘冠军
等领衔主演。

电电视视剧剧《《亲亲亲亲阿阿伦伦河河》》绽绽放放圆圆梦梦阳阳光光能能量量

13项目获专项经费140万元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程朋 ) 3日，
记者从威海市人力资源公共
服务中心获悉，日前省人社厅
下发通知，确定 2015 年度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才发展
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威海市

“特种毛皮动物养殖及产业化
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示范”等
13个人才项目入选资助名单，
获得扶持资金140万元。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
才发展项目是山东省为加强
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投入
省级专项资金设立的，主要

用于加强引进人才创业初期
的基础性实验设施建设、科
技开发和新产品研制，有严
格的评审、使用和管理办法。
近年来，威海市强化措施加
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有
效提高了人才项目引进的质
量和效益，提升了在申报蓝
区人才项目中的竞争力，增
强了服务半岛蓝色经济区社
会发展的能力。

此次，全省共有 8 3 个项
目成功入选，其中，威海市就
占了 1 3 个，扶持资金将对项
目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帮助。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增3万余户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
孟霏) 日前，2014年威海市中
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运行情况
出炉。其中，中小微工业企业和
民营工业企业数量有所下降，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
长，为15 . 9万户，相比2013年
增长3万余户。

截至2014年12月底，威海
市共有规模以上中小微工业企
业1445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637 . 08亿元、利润233 . 06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1 1 . 7 4%、
11 . 30%。

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

1 0 5 4 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70 . 65亿元、利润256 . 81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8 . 4 8 % 、
11 . 30%。

除此之外，威海市民营经
济市场主体共有15 . 9万户，注
册资本1507 . 08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25 . 40%、54 . 56%；其中
私营企业39536户，注册资本
1397 . 49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9 . 42%、53 . 36%。

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7 2 9 . 6 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 . 30%，占全市贷款余额的比
重为42 . 05%。

▲执法人员对牙科诊所进行检查。 记者 王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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