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我我们们严严重重缺缺水水 伸伸手手““关关注注””点点滴滴
威海目前有4 . 5万亩农田受旱

今年3月22日是第23届“世界水日”，3月22日至28日是第28届“中国水周”，为提升公众节水意识，威海启动以“节约水资源，保障
水安全”为主题的世界水日、中国水周集中宣传活动。据悉，威海属严重缺水城市，降雨量较多年同期偏少。目前，全全市约4 . 5万亩农田
受旱。

扎 米山水库增容

等于新建中型水库

>>>> 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齐璐 美编/组版：胡晓明城事C02

扎 作为严重缺水城市 市民应树水危机意识

22日是第23届“世界水
日”，市水政监察支队在环翠
楼广场向市民发放节水常识
等资料5000余份，利用宣传
展板向市民介绍威海水资源
现状及节水小常识。

“威海多年平均降水量
770 . 6毫米，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573立方米，约占全国
人均占有量的1/4，世界人均
占有量的1/16，远低于维持
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
须的人均占有量1000立方米
的警戒线标准，属于严重缺
水城市。”当天发放的宣传资
料中这样介绍威海的水资源

现状，因此，在威海，节约用
水近在眼前。

“中国水周”期间，市水
政监察支队还将组织工作人
员陆续开展节水知识进企
业、进学校、进社区活动，倡
导节水爱水从我做起，增强
企业社会的节能减排意识。
在市区内各大中小学校食堂
及卫生间、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及商贸流通企业、宾馆酒
店、大型商场以及机场、港
口、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
等窗口单位和人员密集场
所，安装 20000份节水标识
牌，在市区重点区域设立节

水公益广告牌6-10处。
市水政监察支队工作人

员说：“最终目的是唤起全社
会的水危机意识。培养节约
用水、科学用水、依法用水的
良好习惯。”据悉，文登等区
市也开展节水宣传，文登区
水利局利用宣传车、市区广
告电子屏、过街横幅以及在
市中心繁华地段设立咨询
台、举行大型图片展览等形
式，向市民开展多角度地宣
传，希望引导广大市民树立
节水观念，并组织柳林、三里
河等小学参观米山水库，节
水、护水从娃娃抓起。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程朋) 20日，
临港区面点培训授课点在蔄山
镇挂牌开班，这也是威海市首
个在基层镇村挂牌设立的技能
培训点。据悉，今年，威海人社
部门实施就业创业培训下基层
活动，全市将组织各类城乡劳
动者职业技能培训3 . 98万人。

今年，威海市人力资源公
共服务中心在开展好各项常规
培训的基础上，突出开展“五
进”培训活动。其中，就业培训
进园区，围绕全市重点工作要
求，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六大重
点区域发展行动，突出园区企
业需要开展订单定向定岗的职
业技能培训。

实用技术培训进镇村，服
务中心对有意愿从事二、三产
业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大龄
劳动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家政
服务、园林园艺、农业种植养殖
等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转移就
业能力；对中青年农村劳动力
开展农业新技术等专业培训，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三项技能”培训进拆迁
村，服务中心对拆迁村居民、失
地农民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专
项能力培训和创业能力培训，
早日实现市民化。

技能提升培训进骨干企
业，服务中心对重点骨干企业
新录用职工，开展基本职业技
能、操作规程、安全知识、规章

制度、从业素质等为主要内容
的岗前培训，为企业发展提供
人力资源支持。

创业培训进校园，依托市
域内高校、高职院校、技工院
校，服务中心对毕业学年大学
生进行创业培训，全面提高大
学生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

据工作人员介绍，2015年，
威海全市将组织各类城乡劳动
者职业技能培训3 . 98万人。其
中，就业技能培训 3 . 03人，创
业培训9500人(大学生创业培
训4800人)，培训后就业创业率
达到 85%，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1 . 1万人，有效促进就
业创业工作，推动实现更高质
量就业。

今今年年将将培培训训33 .. 9988万万人人职职业业技技能能
临港区面点培训授课点日前开班

农村文化惠民 实现三个100%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刘波) 日前，记者
从威海市财政局教科文科获悉，
威海市农村文化惠民工程实现了
送戏下乡服务实现100%、农家书
屋出版物更新实现100%、党报党
刊订阅实现100%。

财政部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市区联动，年送戏下乡
2500多场，受惠居民近300万人
次，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健康文
化生活，每村每年一场戏的目标
任务100%完成。

另外，财政部门采取基层选
书与全省集中采购相结合的模

式，积极探索基层图书馆总分馆
制“一卡通”管理方式，加大农家
书屋出版物的补充更新力度。年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对全市所
有农家书屋的出版物进行了补充
更新，更新覆盖率、百姓满意率达
到100%。

为保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相关政策，财
政部门还使用财政资金为全市
每个行政村订阅一份《人民日
报》、《大众日报》、《威海日报》、

《求是》杂志和《支部生活》杂志，
实 现 党 报 党 刊 订 阅 村 级 组 织
100%覆盖。

扎 4 . 5万亩农田受旱 居民用水供应正常

市水利局工作人员介
绍，进入2015年，威海共有2
次有效降雨，1月24日至25日
全市平均降雨量7 . 6毫米，2
月20日至21日全市平均降雨
量10 . 7毫米，“这两次有效降
水帮了大忙，春旱得到有效
缓解。”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
累计降雨量19 . 6毫米，去年
同期为8 . 5毫米，较去年同期
偏多130 . 6%；而多年同期降
雨量为41 . 5毫米，较多年同
期偏少 52 . 8%。该工作人员
说，目前，全市约4 . 5万亩农
田有轻微干旱。2月21日至目

前，全市只有零星降雨，近
日，随着气温升高，春风大加
快蒸发，如果长时间没有有
效降雨，春旱的情况有可能
加重。

2015年3月21日，全市15
座 大 中 型 水 库 总 蓄 水 量
16390万立方米，2014年同期
总蓄水量 17096万立方米，
2013年同期蓄水量22543万
立方米。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大中型水库的总蓄水量连年
下降，但幅度较小，较去年同
期，2015年全市大中型水库
总蓄水量下降约4%。威海市
境内最大的水库米山水库是

市区供水水源地之一，以米
山水库为例，2015年3月蓄水
量3513万立方米，2014年同
期为3615万立方米，水量基
本持平。市水利局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可以保证居民用
水的正常供应。

春季农业灌溉用水主要
来自小型水库及塘坝。据了
解，威海共有小型水库 400
座，塘坝 3300多座。数据显
示，目前，各小型水库蓄水总
量达7500万立方米，塘坝蓄
水总量达3500万立方米，较
去年同期略少，暂时未出现
水库干涸等现象。

依托山东省南水北调及胶东调
水工程，通过米山水库及母猪河南
北贯通，以八河水库为顶点，构建连
通A字形骨干水网工程，威海着力
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米山水
库增容工程，是威海南水北调续建
配套主要工程，是解决威海水资源
紧缺矛盾的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
主要是将米山水库设计蓄水位提高
1米，增加水库库容3200万立方米。
其涉及文登区界石镇等4个镇(街)
46个村。

“增容3200万立方米，相当于
新建一个中型水库。”市水利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新建一个中型水库保
守估计需要耗资10亿，米山水库增
容工程工程投资3亿元，投入产出
比很高。据了解，该工程在全省首次
采用“抬土造田”方法，即对水库提
高1 . 0米兴利水位所淹没的土地不
再征用，改由水库库底取土，抬高淹
没区土地，农民继续耕种。“节省了
资金，也解决了土地征用对工程的
限制。”该负责人说。

目前，米山水库增容工程已竣
工，等待工程验收，投入使用后，将
在调节当地雨洪资源、调引客水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据了解，2015年市水利局将以
健全水资源保障体系为主线，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包括实施南水北调
续建配套工程和雨洪资源利用项
目，完成米山泵站至苘山水厂输水
工程建设，加大荣成市八河水库增
容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加快推进泊
于水库工程建设等。

23日，文登区第二实验小学邀请区京剧团曹
文光团长来校，对学生进行京剧指导。据悉，文登
区教育局自2008年启动实施京剧进校园活动，在
山东省率先开展“京剧进校园”试点工作。

本报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刘静 摄影报道

学起来

本报记者 刘洁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单位：m3）

前3月降雨量统计

5500家家企企业业无无公公害害内内检检员员参参训训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宋晓彤) 23日，记
者从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
本周威海将组织50家企业参加
无公害内检员培训。

据介绍，此次培训围绕无公
害农产品概述、工作体系、基本
制度、申报要求、证书和标志及
监督管理、内部检查员制度、现
场检查规范等内容，加强对企业
内检员及各区市局检查员的业
务培训，有效提升企业自我管理

水平及整体监管能力。近三年
来，共培训无公害内检员120人，
无公害检查员20人。本周将组织
50家企业参加培训。

2014年，全市共申请认定无
公害产地4个，无公害水产品11
个，新增认证面积620公顷，新增
认证产量1 . 9万吨，全市无公害、
绿色和有机水产品总数达到316
个，通过“三品一标”认证的养殖
产品产量占水产养殖总产量的
70%。

结合专项执法，市海洋与渔
业局针对全市无公害获证单位
及相关产品，先后开展了无公害
水产品省级专项抽检2次，抽样
产品24个，样品合格率达100%，
开展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等多项
专项检查监管。

市海洋渔业局还将发放宣
传资料、通过报纸等媒体宣传多
种信息渠道，普及无公害水产品
知识，提高企业及农户参与水产
品标准化建设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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