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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威海海市市台台办办启启动动有有奖奖征征文文
征文以《马关条约》为背景，被选用的将有偿发行

本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刘
洁) 19日，记者从威海市台办了
解到，威海市台办以《马关条约》
为背景，以“假如我是李鸿章”为
题举办有奖征文活动，被选用的
征文，将汇编成册，正式发行，每
篇给予500元人民币稿酬。

据了解，为纪念《马关条约》

签订120周年，威海市台办将联
合海峡两岸多所大学，组织开展

“勿忘国殇，圆梦中华”系列纪念
活动。其中，以《马关条约》为背
景，面向各类高校，举办“假如我
是李鸿章”征文活动，以强化两
岸青年人对民族屈辱历史的追
思，凝聚两岸骨肉亲情，共同担

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使命。

征文以“假如我是李鸿章”为
题，请两岸青年人站在清末重臣
李鸿章的角度，畅谈各自对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
的时代背景、历史影响、经验教训
以及现实意义等内容的认识和看

法。体裁不限，小说、诗歌、散文、
杂谈等等文体都可。每篇字数不
超过3000字，必须为原创。

征文截稿至2015年6月底，
对于提交的征文，主办单位将择
优选用。凡被选用的征文，每篇
给予500元人民币稿酬，并将汇
编成册，正式出版发行。组织入

围征文的作者进行主题演讲，请
征文作者就各自征文内容进行
演讲。本次活动不退稿。对于所
有入选征文，主办单位享有使用
权，不另支付稿酬，作者享有署
名权。

投稿邮箱：tbjlk@163 .com，联
系电话：0631-5285223。

残疾人合唱团

走进电视台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王凯) 日前，环翠
区环翠楼街道“相约美好”残疾人
合唱团应邀参加向日葵爱心主播
团新春公益行活动，这是该团自
从2012年9月组建至今，第一次
走进电视台演播厅。

在活动中，“相约美好”残疾
人合唱团员们同盲人朋友们，一
起欣赏主持人们为大家精心准备
的相声《满腹经纶》、合唱《相亲相
爱》及电影讲述《我与狗狗的十个
约定》。合唱队员们也为盲人朋友
们献上合唱《爱在春天起航》。据
悉，此次活动是为盲人朋友奉献
更多优秀的电影，使他们享受更
多听觉盛宴，并送上新一年的祝
福。丰富盲人朋友的精神文化生
活，为盲人朋友黑暗的“视界”送
去光明和色彩。

通过这次活动，合唱团有了
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让社会了
解残疾人合唱团。

串串龙龙尾尾
3月21日为农历二月二。

19日,竹岛街道富华、望海、黄
山、福海、山海、开园社区居民
来到望岛小学，和孩子们一起
串龙尾。近期，梦海、渔港路、
金线顶、观海社区也组织了类
似活动。
本报记者 王帅 摄影报道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蔡海沧 王蒙)

日前，记者从国网威海供电
公司了解到，今年，该公司将下
大力气，继续推进老旧生活小
区电力设施综合整治工程，预
计受益居民11351户。

去年，威海供电公司将老
旧生活区电力设施改造作为重
点工程，投资近1200万元，对政

府关注的19个老旧小区低压线
路全部进行摸底排查，制定详
细的改造方案，通过合理设计
负荷分布，下地改造低压架空
导线，更换故障率高的老旧低
压电缆等措施，改造低压台区
20个，居民楼341栋，受益居民
11046户，提高了老旧生活小区
供电质量，减少了居民故障报
修，得到了市政府和广大市民

的高度认可。
为全面解决老旧小区供电

设施陈旧、低压故障率高等突
出问题，今年，威海供电公司将
继续推进旧生活区整治工程，
对全市剩余10个老旧小区进行
电力改造，涉及居民楼388栋，
预计受益户数达11351户。

工作人员将编制老旧生活
小区改造计划，合理安排施工

工期，确保老旧小区应改必改，
全部工作按期完工。同时，加强
施工队伍管理，全程管控施工
进度和工艺，规范配电设备标
识，完善图纸资料，严把工程质
量验收关。另外，做好台区改造
期间安全管理，加强电缆防外
力破坏看护，高效、高质完成改
造任务，进一步提升电力优质
服务水平，使百姓真正受益。

老老旧旧小小区区电电力力改改造造 1111335511户户居居民民将将受受益益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
帅 通讯员 张阿帆) 今年1-
2 月，全市新批准外资项目 16
个，合同外资1 . 14亿美元，同比
增长1 . 4%，实际到帐外资1 . 71
亿美元，同比增长26 . 7%。

前两月，威海外资项目规
模进一步扩大，大项目拉动作
用突出。全市合同外资1 . 14亿
美元，同比增长1 . 4%，实际到帐

外资 1 . 7 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 7%，实现了合同外资、实际
到账外资“双增长”。

其中，4家项目到账外资过
千万美元，包括荣成高丽钢线
荣成有限公司到账 3500 万美
元，豪雅光电科技(威海)有限公
司到账外资2500万美元，日月
光半导体(威海)有限公司到账
1950万美元，文登名富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到账外资1500万美
元。

亚洲仍是威海外资主要来
源，亚洲到帐外资占全市总额
的95 . 6%。

其中，香港、韩国是主要外
资来源地。香港到帐外资7033
万美元，占全市总额的41 . 0%；
韩国到帐外资3919万美元，占
全市总额的22 . 9%；日本到账外

资3007万美元，占全市到帐外
资的17 . 5%。

据悉，中韩自贸协定完成
草签，威海和仁川自由经济区
成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受
此影响，前两个月，威海到账韩
资同比增长187 . 3%。

此外，前两月，第一、二、三
产业到账外资占全市比重分别
为2 . 5%、73 . 5%、23 . 9%。

前前两两月月，，实实际际到到账账外外资资增增2266 .. 77%%
受中韩自贸区效应，威海到账韩资同比增长187 . 3%

本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王
帅) 日前，威海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制定2015年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示范创建方案。今年，威海
将新创建104家餐饮示范单位及
至少131家示范学校食堂。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
位评定标准包括持有餐饮服务
许可证；建立索证索票和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可追溯率
达到 100%；量化分级管理年度
等级达到A级以上；从业人员健
康证持证率 100%；在就餐场所
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食物中毒
警示信息；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生
食物中毒事件。

学校食堂 (含托幼机构食
堂)餐饮安全示范评定标准包括
建立由校长为学校食堂餐饮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餐饮
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年度等级A
级以上；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 品 相 关 产 品 的 可 追 溯 率 达
100%；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
达 100%；食堂选址、布局、食品
加工流程和设备设施符合相关
规定；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生食物
中毒事件，连续三年以上无违反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受到

行政处罚的记录等。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则

应满足街区内不存在无餐饮服务
许可证经营现象；街区内所有餐
饮服务经营单位诚信守法经营，
年度内无不良经营记录；配备街
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员；餐饮服务经营单位均实施量
化分级管理；街区内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示范单位比例达到30%以

上；街区内连续两年以上未发生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公众对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满意率达到80%以
上。

据悉，2015年威海拟新创
建示范单位为荣成、文登、乳山
各 20家，环翠、高区、经区各 13
家，临港 5 家，全市合计新创建
104家示范单位；拟新创建不低
于131家示范学校食堂。

今今年年威威海海将将增增220000余余家家餐餐饮饮““示示范范””
其中至少有131家示范学校食堂

全民健身羽毛球

比赛下月开始

本报 3月 19日讯 (记者 刘
洁) 19日，记者从威海市体育局
获悉，4月11日至12日，威海市第
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羽毛球比
赛将在威海乒羽健身中心健身
中心开赛，比赛不分年龄组，设
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四个赛
项，奖励各单项前八名。

本届全民健身羽毛球赛由
威海市体育局、威海市体育总会
主办，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四个比赛项目，不分年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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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报名参加。参赛队员必须以单
位或俱乐部的名义报名参赛，也
可采取挂靠或者自行命名组队
的方式报名。比赛将在威海乒羽
健身中心(文化路与福山路交叉
处东北角)举行，为该中心投入使
用后，承接的首批赛事之一。

比赛分单组循坏赛和淘汰
赛，每场比赛采用三局两胜，每
局11分，每球得分制，先到11分
者即为获胜。奖励各单项前八
名，颁发奖金(品)及证书。

报名联系电话：527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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