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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民民健健身身乒乒乓乓球球赛赛下下月月开开打打
比赛时间为4月11—12日，各单项前八名有奖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刘
洁 ) 记者从威海市体育局了
解到，为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开
展，推动乒乓球运动普及，威
海市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乒
乓球比赛暨山东省第七届千乡
乒乓球比赛威海赛区预赛将于
4月11—12日举行，设男、女团
体比赛和男、女单打比赛，各

单项前八名有奖。
本届全民健身乒乓球赛由

威海市体育局、威海市体育总
会主办，设男、女团体比赛和
男、女单打比赛，比赛地点为
威海乒羽健身中心(文化路与
福山路交叉处东北角)。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驻
威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的身

体健康人员均可以报名参加比
赛，参加团体比赛队员必须以
单位或俱乐部的名义报名参
赛，只参加单打比赛的可单独
报名。

报名电话为5812855，报
名电子邮箱：weihaip ingxie@
163 .com，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
1日。

本届乒乓球赛团体比赛和
单打比赛均采用斯韦思林杯比
赛办法，五场三胜、每局1 1分
制。男、女团体和男、女单打比
赛均采用第一阶段分组循环
赛，第二阶段淘汰赛及附加赛
的方法。

比赛奖励各单项前八名，
颁发奖金(品)及证书。

《百姓课堂》

14日免费开讲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周红波 ) 记者从
威海市图书馆了解到，3月14日
(本周六)上午9点30分，市图书馆
邀请专业绘本推广人依莎老师做
课《百姓课堂》第50期，讲授《用绘
本故事陪伴孩子成长》，此次公益
讲座市民可免费入场。

据了解，依莎老师是上海
MBTT(性格测试)国际认证施测
师，拥有近10年培训管理及亲子
课程开发与讲授经验。本次依莎
老师将从为什么给孩子讲绘本、
怎样给孩子选择优秀的绘本故
事、怎样为孩子讲绘本故事以及
孩子最终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等方
面为我们带来精彩讲授！

讲座在威海文化艺术中心二
楼报告厅。感兴趣的市民可以直
接前往。

添添绿绿
8日，竹岛街道梦海社区发起植树活动，几十名少年在家长陪同下在陶家夼

后山上种上小树苗，为地球添绿。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刘芳伶 摄影报道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初福善) 8日，文登

埠口农民张某被行政拘留10
日。6日中午，张某在农田放火
烧杂草，不慎引燃了邻家的40
棵树苗。

3月6日中午，埠口边防派
出所接到林业部门报警，下冷

家村东大道上有人烧田间杂
草，引燃了周边绿化树苗。经
查，过火树苗约40棵，均为四年
生国槐，初步估损一千余元。

民警调查走访，下冷家村
的张某有重大嫌疑。民警找到
张某，张某承认他过失引起火
灾。

张某交代，他在村东地里
收拾杂草准备耕种，为图省事
就用打火机引燃杂草，想“借火
除草”，谁知刚引燃杂草就骤风
突起，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东边
的国槐树。

8日，张某因过失放火，被
行政拘留10日。

烧烧火火除除草草引引燃燃树树苗苗
过失放火的男子被拘10天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宫文灵 郑峰)

姜某无证驾驶机动车被乳山交
警查获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往
交警手里塞钱，被民警当场拒
绝。

6日上午，乳山交警巫山执
法站民警在对过往车辆进行检
查时，一辆烟台牌照的白色小
客车自北向南驶来，民警示意

驾驶员停车并出示证件接受检
查。

驾驶员姜某辩称，驾驶证
放在牟平的家中，当天来乳山
走亲戚的，因着急忘记携带。就
在民警核对姜某的身份时，姜
某示意同车女子拿钱给交警买
烟。女子拿出一沓钱直往民警
手里塞，被当场拒绝。经查询，
姜某曾持有准驾车型为C4D的

驾驶证，后被注销，现属于无证
驾驶。

姜某称，他在牟平交钱学
车，因科目一考试多次未通过，
无奈放弃了。依照有关道路交
通法规，无证驾驶机动车，将被
处以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15
日的处罚。当场，民警依法将姜
某的车辆暂扣，案件正在处理
中。

男男子子无无证证驾驾车车被被查查直直给给民民警警塞塞钱钱
这伙计曾交钱学驾车，但科目一多次考试未通过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在手机微信通讯录——— 公
众号下点击“+”，搜索“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很快就能检索
到国家电网最新推出的微信公
众平台。为方便市民，威海供电
公司开通供电服务微信平台，
搭建“智能化、互动式”的手机

电费缴纳服务站。
据工作人员介绍，关注供

电微信平台后，市民须进行户
号绑定，进入“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微信服务平台，在最下方

“业务办理”中进行“户号绑
定”，点击“查看全文”进入绑定
界面，输入用电户号和查询密

码即完成绑定。
工作人员温馨提示，用电

户号为10位数字，是交费收据、
交费凭条、交费发票中的客户
编号(也叫用户编号)。在“户号
绑定”界面中，点击右上角放大
镜标注，也可进入户号反查功
能，根据您熟知的自家电能表

表号、身份证号、手机号查询对
应的用户编号。一个微信账户
可绑定5个用电户号。完成户号
绑定后，在“我的用电”中可查
阅最近6个月账单情况、阶梯电
量使用情况、账户余额情况、用
电趋势走向等，还可随时阅览
电力资讯。

绑绑定定电电力力微微信信 用用电电尽尽在在掌掌握握

光州—威海包机

拟于5月开通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冯琳)

近日，威海旅游局组织大乳山、
赤山、铁槎山等旅游企业赴韩国
参加“2015山东登山旅游年宣传
促销活动”， 在首尔和大田举行
旅游推介会。

活动期间，各旅游企业先后
走访了韩国的主要合作旅行社、
行业协会、大企业，与韩国旅游界
广泛接触，进行旅游产品与信息
的对接，与韩国Hanatour、阿丽
水、乐天观光、山岳旅行协会达成
共识，共同开拓韩国入境旅游市
场。

韩国阿丽水旅行社拟于2015
年5月起自光州开通威海旅游包
机，每周两班。

韩国Hanatour、乐天观光、山
岳旅行协会近期拟组织到威海实
地考察踩线，编制适合韩国游客
需求的旅游线路。

监理工程师资格

16日网上报名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许君
丽 ) 2015年度全国监理工程师
资格考试定于5月23日、24日举
行，网上报名时间从3月16日开
始，报考人员须注意报名及审查
时间。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为
滚动考试，参加4个科目考试(级
别为考全科)的应试人员必须在
连续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
试科目；参加2个科目考试(级别
为免2科)的应试人员须在1个考
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获
得资格证书。

考试采取网上报名、现场审
查、网上缴费的方式进行，网上报
名时间为3月16日9：00至3月25日
16：00(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

报 考 人 员 可 以 直 接 登 陆
www.cpta.com.cn(中国人事考试
网)或zg.cpta.com.cn/examfront
(报名登陆界面)网站如实填写、
提交个人报名信息，上传本人近
期免冠正面照片，报名时，考生应
按属地原则正确选择居住(或单
位)所在地为报考考区。

考场设置在济南市、青岛市、
潍坊市。

乳山怡园中学

举行开学仪式

本报3月9日讯 (通讯员
常丽艳 ) 东边的旭日缓缓升
起，年轻的学子朝气蓬勃。3月
9日，乳山市怡园中学全体师生
举行了新学期第一次升国旗仪
式。

在仪式上，该校校长宣读
了上学期的优秀班级、三好学
生、优胜学习小组名单，勉励同
学们向这些同学学习，争做一
名优秀合格的学生。接着优秀
班级代表在仪式上发表演讲。

此次升国旗仪式激发了师
生们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师生
们的爱国意识，师生们将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
入到新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中，再接再厉，争创佳绩。

3月9日开学的第一天，乳
山市第二实验小学各班班主任
在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与学生
就“交通安全教育、饮食卫生安
全教育、课间活动安全教育”等
话题，集中学习了相关安全知
识，同时还向孩子们介绍了爱
护公物、讲究卫生、守秩序、讲
文明等几方面的行为习惯。

通过开学第一课，使孩子
们从踏入小学校园的第一天起
便意识到了行为习惯的重要
性，做到了做人做事有章可循，
为孩子们今后的学习生活开了
一个好头。

(王秀君)

速读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王震
通讯员 王德圣) 为增强安

全意识，提高防火灭火和应急处
置能力，9日上午，文登消防大队
业务骨干走进区地税局进行安
全知识培训。

培训主要围绕火灾危害
性、灭火器使用、怎样预防和防
止火灾的发生、如何火场逃生
自救等展开，现场示范灭火器、
室内消火栓、救生缓降器等常
见的消防设施、器材的功能和
使用方法，最后组织次疏散逃
生演练。

文登消防进地税

作安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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