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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海海发发布布海海上上大大风风黄黄色色预预警警
渔民渔船注意返港避风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刘洁)
2日，记者从威海市海洋与渔

业局获悉，2日11时，省气象台
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预计2
日夜间到4日白天，渤海、渤海
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6-7
级转北风7-8级阵风9-10级。各
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迅速展开
大风、大浪预防工作。

2日，威海发布海上大风黄
色预警，预计2日夜间到4日白
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
和中部南风6-7级转北风7-8级
阵风9-10级，威海同时发布海
浪ⅵ级警报(蓝色)，据国家海洋
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预
报，受冷空气和气旋共同影响，
预计3日凌晨至夜间，渤海海峡

将出现3 . 0-3 . 5米的大到巨浪，
黄海北部、中部将出现3 . 0-4 . 0
米的大到巨浪；山东半岛北部
的潍坊、莱州、龙口、蓬莱、烟
台、长岛、威海沿海将出现2 . 0-
3 . 0米的中到大浪。

据悉，大风、海浪等预警信
息已传递到各基层单位、渔民
渔船，海洋渔业部门提醒海上

作业渔民、渔船注意返港避风，
撤离滩涂养殖、海上养殖生产
人员，严禁冒险出海生产和滞
留海上抗风，对违规违章的从
严惩处。及时加固水产养殖设
施；港口、海堤等沿海构筑物做
好维修和检修工作；及时关闭
沿海旅游区并禁止游人到海边
观浪；关注后续海浪警报。

威海大连之间

客轮3日停航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冯琳)
3日将有大风，当天威海与大连

之间客轮停航，4日各客轮复航。
受大风影响，3日全天往返威

海及大连之间的客轮全部停航。
从威海发往大连方向来看，当天
上午9点半的“葫芦岛”号停航，当
日晚9点半的“生生二”号停航；从
大连发往威海方向来看，原本当
天上午10点半从大连发船的“生
生二”号停航，原本当天晚上9点
半从大连发船的“葫芦岛”号客轮
停航。4日，威海及大连之间往返
的客船全部正常复航。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震
孙丽娟 ) 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3日白天到夜间海上北风可
达7～8级阵风10级，内陆北部
地区可达6～7级阵风9级。威海
市气象台于2日16时发布海上
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
范。3日白天到夜间，各海区还
将有巨浪、巨涌，威海市海上搜
救中心于2日发布了海上风险
黄色预警信息。

3日，上午多云间阴，局部
有小雨，下午转多云，北风近海
7到8级阵风10级，内陆6到7级
阵风9级，温度沿海-1℃到6℃，
内陆 - 1℃到 6℃，市区 0℃到
6℃。

3日夜间，多云，北风近海7
到8级阵风10级，内陆6到7级阵
风9级，温度沿海1℃到-3℃，内
陆0℃到-5℃，市区1℃到-3℃。

4日，少云，北风沿海6到7

级逐渐减弱到5到6级，内陆5到6
级逐渐减弱到4到5级，温度沿
海-3℃到2℃，内陆-5℃到3℃，
市区-3℃到1℃。

5日，晴间多云，北风沿海5
到6级，内陆4到5级，温度沿海-
3℃到5℃，内陆-6℃到6℃，市
区-2℃到4℃。

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较
大，请市民做好防大风措施，注
意对室外易受大风吹动物体的

加固、管理和预防。3日和4日的
降温明显，请市民注意添衣保
暖，谨防感冒。

3日白天和夜间，威海各海
区有巨浪、巨涌。4日，随着风力
减弱，各海区有中到大浪、中到
大涌。2日下午，威海市海上搜
救中心发布海上风险黄色预警
信息。2日下午起，大量渔船纷
纷返港，大量商船纷纷进驻沿
海各处锚地、港口，抛锚避风。

今今日日海海上上阵阵风风1100级级有有巨巨浪浪
大风明日才减弱，气温低，谨防感冒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孟
霏) 3月2日-3月3日，威海市质
监系统依法行政培训班在威海电
子宾馆举行。威海市质监局、威海
市中级人民法院、威海市检察院
和市安监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
前来授课，18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
培训。此次主要围绕建设法治政
府、从司法谈依法行政、预防职务
犯罪、安全生产法、工业产品质量
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有关法律法

规等内容进行了集中培训。
据了解，2015年，威海市质监

局将推进法治质监建设纳入了年
度重点工作，将法治建设的工作
目标、措施和要求融入了行政管
理、行政监督、行政审批、行政处
罚和行政强制等各项工作中，实
行一体监督和一体考核。

质监部门将严格执行“清单”
制度，依法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责
任进行了全面梳理，制定和公示

了“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要求全市系统按照“清单”严
格依法履职尽责，切实做到“法无
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
为”；以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两
个安全”为重点，认真开展危险化
学品等10类工业产品和涉氨企业
压力管道、压力容器等重点领域
和重点企业的专项整治，排查和
治理安全隐患，严厉打击质量安
全违法行为，保障和维护全市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编制《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汇编》，免费为企业开展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培训活动，
督促企业有效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提高产品质量水平。

此外，该部门还将开展“和
谐执法、阳光办案”活动。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实行全过程说
理式执法，推行依法说理、以理
服人，最大限度地保护行政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加大行政执法公
开力度，行政案件和行政许可事
项全部实行“网上办理”，行政处
罚、行政审批等事项办理程序及
结果等及时在市质监局网站上
予以公布；将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组织机构代码证办理等行政
审批事项下放和委托县区局办
理，所有对外业务“窗口”推行服
务标准化，优化“12365”投诉举
报系统。

法法治治质质监监严严格格执执行行清清单单制制度度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张丽 ) 环翠区独生

子女病残且要求再生育的家庭，
于3月5日起可申报病残儿医学鉴
定，申报工作于4月1日结束。环翠
区卫计局将在4月份组织专家进
行病残儿医学鉴定。

根据《病残儿医学鉴定管理
办法》规定，环翠区结合市卫计委
的工作要求，每年组织一次病残

儿医学鉴定。凡认为其子女有明
显伤残或患有严重疾病的，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条件，且有意再生
育的家庭可申请参加病残儿医学
鉴定。

申请参加病残儿医学鉴定
者应以夫妻双方的名义向女方
单 位 或 女 方 户 籍 所 在 地 的 村
(居)提出书面申请，并据实提交
以下申报材料：《病残儿医学鉴

定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病残
儿父母的身份证、家庭户口簿原
件及复印件两份；病残儿及父母
三人的近期三寸免冠合影两份；
病残儿在三级公立医院(包括威
海市立医院、文登中心医院)的
诊断和系统治疗的门诊病历(包
括近三个月的门诊病历)、加盖
医院公章的住院病历、出院诊断
证明书及有关临床检查报告单

等原件及复印件两份；患有遗传
性疾病的需提交病残儿及父母
的染色体、遗传基因等检验报
告；市区人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规定的其他资料。

材料需经单位或村(居)委
会进行初步审核、出具书面意
见，加盖公章后由镇级计划生育
部门进行家系调查，确认三代内
无同样疾病后在申请表签署意

见，加盖公章报区计划生育行政
部门。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
国有企业负责人申请病残儿医学
鉴定的，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
任用机关审核并有任用机关的负
责人签署意见。

病残儿家庭参加医学鉴定的
费用(包括鉴定费、辅助检查费和
交通费等)由当事人自理。

环环翠翠病病残残儿儿鉴鉴定定55日日起起申申报报
独生子女病残且要求再生育家庭可提请申报

春节假期虽过了

景区优惠在继续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冯琳)

尽管春节假期已过，但威海各
景区的优惠仍在火爆持续。您还
可以周末出去走走，享受优惠门
票。

3月7日-8日，威海西霞口景
区邀请所有女性来一场早春的

“约惠”：西霞口神雕山野生动物
园+隆霞湖联票6 . 5折(折后90元/
人)；成山头+摩天岭联票6 . 5折
(折后110元/人)；西霞口神雕山
野生动物园+隆霞湖+成山头+摩
天岭四联票5折(折后120元/人)。

3月1日-3月31日，威海本地
居民持身份证或暂住证享受刘公
岛景区购买50元票(含往返船票)
的优惠政策，到定远舰景区享受
购买15元票的优惠政策。3月5日
之前，赤山景区庙会，所有游客享
门票半价，属羊游客免费。仙姑顶
景区3月5日之前，游客享门票30
元/人(原价80元/人)。华夏城景
区3月5日之前对威海市18周岁以
下学生，推出持学生证购买神游
海洋世界门票享受半价优惠，同
时赠送华夏城景区门票一张。圣
水观景区3月5日之前，对所有游
客推出半价优惠。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帅)
2日，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汤圆市场进行了监督检
查，21个批次的汤圆被抽检。

当日上午，执法人员分为两
组分别在环翠区、经区、高区商
超汤圆进行了检查。执法人员主
要查看汤圆生产企业的生产许
可证、营业执照、检验检疫证。执
法人员对商品的外包装检查时
强调，外包装标签应标有营养成
分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单
位和委托单位等。

当日，包括湾仔码头、三
全、思念等品牌的芝麻、花生、水
果等馅的汤圆被抽样，共21个批
次。它们将接受20多项检测，包
括菌落是否超标、食品添加剂是

否超量添加等。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还对超

市的食品加工区进行了检查。位
于高区的某大型超市，该超市发
酵酸奶未按规定存放、食品操作
人员未按规定戴手套等不规范
行为被现场责令整改。在世昌大
道某超市，凉菜间未按规定配
置，也被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
改。

怎么买汤圆？威海市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建议市民，应到正规
商家购买，购买时查看商品标识
是否齐全，是否有生产企业地
址、联系方式、保质期、生产日期
等内容；外观方面，正规的汤圆
比较圆润光滑，无裂缝，市民购
买时可以参考。

2211个个批批次次汤汤圆圆进进行行““体体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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