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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环翠翠区区首首批批550088人人领领三三项项救救助助金金
资金总额3718060元，第二批救助对象正在审核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宋宗红 ) 近日，
环翠区首批医疗、大病、一事一
议三项救助资金发放到位。此
次符合三项救助条件的共5 0 8
人，领取三项救助资金3718060
元。

为切实减轻大病患者和低
保家庭、农村五保对象、城市

“三无”对象、重度残疾人的医
疗负担，环翠区在落实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居民大病保
险的基础上，在全区开展了医
疗、大病、一事一议三项救助。

此次救助共分两批进行，
首批救助资金已发放到大病患
者手中，其中，通过医疗救助为
8 1名农村五保对象、政府供养
孤残儿童、城市三无对象、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发放救助金
3 1 1，4 3 0元；通过大病救助为

413名为农村五保对象、政府供
养孤残儿童、城市“三无”对象、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城乡
低保边缘家庭、重度残疾人家
庭(一级、二级)、其他因患病造
成实际用于日常基本生活消费
支出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20%的

因病致贫家庭发放救助金 2 ，
932，790元；通过一事一议救助
为1 4名因病、受灾及意外事故
等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家
庭发放救助金473，840元。

第二批救助对象正在审核
中，救助资金将于近期发放。

鲸牙玳瑁入境

被退回处理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张亮 刘彩君 )

日前，威海检验检疫局在机
场入境大厅查获鲸牙制品、玳
瑁壳、沉香木、鱼翅、鲨鱼皮等
珍稀动植物制品，这些东西由
一名本地旅客违规携带入境。

日前，某旅客经韩国转机
入境威海口岸，检验检疫人员
对行李进行X光检查时发现，
这位旅客的行李箱有异常，箱
中被发现有鲸牙、玳瑁壳、沉
香木、鱼翅和鲨鱼皮，每件都
用塑料泡沫纸和锡纸层层包
裹。

截获的物品中，经鉴定，
鲸牙制品240克，玳瑁壳220
克，沉香木3 . 5千克，鱼翅560
克，鲨鱼皮 6 8 0克。鲸牙、玳
瑁、沉香木均被列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
录，包括其制品在内，都属我
国法律限制进境和禁止出境
类物品。该旅客在斐济工作，
归 国 探 亲 带 了 这 些 当 地 特
产，准备馈赠亲友，该批截获
物已被退运。

威海刺参

夺品牌五连冠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宋晓彤 ) 记者从威

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据最新
公布的2014中国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年度排行榜，“威海
刺参”品牌评估价值49 . 80亿元，
较2013年增加1 . 48亿元，连续5
年蝉联水产品品牌价值冠军。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评估工作由浙江大学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承担。获
得2014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价值评估结果的共有408个品
牌，品牌价值最高为132 . 93亿
元，最低为200万元。其中水产类
品牌15个，威海刺参为品牌价值
最高和收益最高品牌。

2010年“威海刺参”首次参
与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
值评估，5年来“威海刺参”品牌价
值提升了4 . 18亿元，品牌影响力
不断增强。

荣成启动

“两癌”筛查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荣成2015年度免费“两癌”
筛查工作启动，筛查范围扩大到
全市35至64周岁的农村及城镇妇
女。

荣成市于2012年将农村妇女
“两癌”免费筛查纳入十项民生重
点工程和公共卫生项目。近日，荣
成市全面启动本年度免费“两癌”
筛查，市妇幼保健院作为“两癌”
筛查定点防治单位，为全市2 . 5
万名农村妇女免费“两癌筛查”，
目前已免费筛查4280人。

两人捡钱包

都送派出所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辛浩琳) 4日、5
日，文登龙山派出所连续接到
两人报警，两人捡到钱包都送
到派出所，民警通过包内信息
找到失主，物归原主。

4日上午，文登市民刘女
士报警称捡到钱包，刘女士在
市区某商场购物时看到地上
有一个钱包，打开后发现里面
有不少证件，但没有联系方
式。民警通过银行卡查询到失
主信息，钱包归还原主。

5日凌晨，出租车罗师傅
发现车后排位上有一个黑色
男士挎包，这时正有乘客打
车，罗师傅和乘客沟通，拉着
乘客先到龙山派出所将挎包
送给民警。民警确认失主是外
地人，又通过包内的一些单据
找到失主的本地朋友，将包归
还。

威威石石线线牧牧云云庵庵大大桥桥改改造造77日日动动工工
进出石岛方面，请绕行省道704和县道马沙线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冯
琳 通讯员 冷文桥 ) 3月7
日，省道威石线牧云庵大桥改
造工程将全面启动。改造完成
后，困扰荣成石岛管理区南半
部交通的瓶颈将彻底疏通。

牧云庵大桥位于省道威

石线K90+864处，始建于1993
年，是进出石岛城区的一条交
通主动脉。沿线分布着上百家
海产养殖、港口物流、水产加
工及石材生产企业和20多个
村庄。近年来随着运输量和大
吨位车辆增多，桥构件和桥面

损坏。
牧云庵大桥全长100 . 2米，

桥面宽24 . 5米，总投资915万
元，工程将于9月底竣工。期间，
牧云庵大桥全封闭式施工，进
出石岛方向的车请绕行省道
704和县道马沙线。

传传统统艺艺术术展展
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由山东省剪纸协会举办的传

统民俗艺术展演走进家家悦九龙城，50多名民俗艺术家带来了剪
纸、书法、面塑、吕剧等民间艺术。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环环翠翠区区66企企业业外外出出招招工工 招招来来330000余余河河北北工工人人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李添鹏 ) 环翠区
人社局组织宇王水产、丰国电子
等六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携带
800余个用工岗位前往河北等地
招工。截至目前，有300余位求职

者与用工企业达成意向。
在河北，人社部门先后在肥

乡、涉县、邯郸组织了五场招聘
会。本次招工企业要求进一步降
低，劳动者薪酬进一步提高，起薪
额普遍在2000—4000元之间，满

足了大龄无技能人员的求职需
求，因此吸引了大量当地求职者
参加。仅在邯郸河沙乡便发放500
余份招工资料，现场达成112个招
聘意向。最终统计，有300余位当
地求职者与用工企业达成就业意

向。
此次为期一周的远赴河北等

劳动力资源大省的招聘，是环翠
区人社局开展2015年“春风行动”
的重要举措，目的是为了积极宣
传环翠区用工环境，在用工大户

企业与有求职需求的劳动者之间
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的就
业招工平台，根据不同群体的特
点，实施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
务，以达到“以工促工”的招工就
业格局。

关关爱爱环环卫卫工工
为让辛苦工作的环卫工人过一个温暖的元宵节，5日，东北村、

红光、杏花村社区志愿者携手苏宁电器煮了1000多个汤圆，送给100

多位环卫工人。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捏捏面面属属

5日为传统节日元宵节，5日
上午，竹岛街道望海、富华、黄山
社区居民邀请驻地消防战士捏面
属。

本报记者 王帅 摄影报道

3月5日，竹岛街道梦海、金
线顶、渔港路、观海社区计生协
会会员及小学生近35人，开展

“小志愿者学雷锋活动”。
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刘芳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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