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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民民健健身身运运动动会会首首用用商商业业总总冠冠名名
威海乒羽健身中心启用，建设者和教练员揭牌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
洁) 12日，威海市商业银行杯·
2015年威海市第五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
威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在
首次启用的威海乒羽健身中心
落下帷幕。本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首次实现赛事总冠名。

1 1日上午，威海乒羽健身
中心举行揭牌仪式，由建设者
代表于鑫和教练员代表王志刚

共同揭牌。威海乒羽健身中心
是着力解决市民“想健身”、“哪
健身”、“能健身”、“会健身”的
问题。

市体育局副局长于年洪在
威海乒羽健身中心启用的新闻
发布词中表示，威海乒羽健身
中心，能满足竞技训练和承办
重大比赛的需求，作为威海最
大的乒羽健身场所，为发展竞
技体育创造了优越条件，也为

开展全民健身的乒乓球、羽毛
球等赛事提供了新的场所。据
介绍，2015年威海市第五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从4月开始直至
10月结束共设18个比赛项目，
参与人数约2万余人，乒乓球、
羽毛球赛事为本届运动会率先
开赛项目。

与以往相比，今年威海市
第五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呈现很
多新特点，首次实现赛事总冠

名，由威海市商业银行赞助并
冠名比赛，积极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组队参赛形式面向社会，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本次乒
乓 球 与 羽 毛 球 赛 有 很 多 俱 乐
部、协会组队参赛，共有72支队
伍700余人参赛；承办模式转变
为各区市和协会承办的模式。
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篮
球、太极拳、钓鱼等10个项目由
市场化运作较好的协会和俱乐

部承办；篮球采用主客场双循
环联赛制，逐步实现门球、乒乓
球、足球等项目的联赛；12日，
2015年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在
威海乒羽健身中心三楼落下帷
幕，来自全市1 4个代表单位的
207名运动员角逐出8个组别的
4 0个单项奖，为市民呈现一场
激烈精彩的体育赛事，2015年
中小学生排球等联赛将陆续展
开。

圆圆满满落落帷帷
12日，威海市商业银行杯·

2015年威海市第五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圆满结束。此前，全市近
800名乒羽高手汇聚首次启用的
威海乒羽健身中心，展开了为期
3天的激烈角逐。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放心农资

宣传周启动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于世涛) 日前，市
农业局在临港区蔄山镇大集举行

“威海市2015年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威海市
获得省农业厅表彰的山东省十强
农药生产企业、十大农药品牌产
品生产企业、十优农药经营企业
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了活动，
并现场回答了农民提出的疑难问
题，农业执法人员现场向农民传
授识假辨假和安全生产知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了
农资识假辨假知识手册、科学使
用农药知识手册，山东省和威海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知识
书籍、农业科技明白纸等资料
8200余份，接受农民咨询220多人
次。诚信守法的农资生产经营企
业现场向广大农民推广优质农资
产品3 . 15吨。

活动举办期间，威海市市农
业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实地对
当地的农资经营单位进行执法检
查，纠正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对
于违法违规行为将进行查处。

日前，乳山市供电公司全面
开展春季防外力破坏专项治理活
动，对输电线路进行全面巡视，确
保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
消除。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排查防
外破重点线路52条，及时制止线
下不安全施工隐患9处，发放电力
设施保护宣传单1000余份。

于京洲 杜文
日前，乳山市供电公司部署

变电站电气设备和输电线路杆塔
防雷电灾害工作，检测检查变电
站接地网、输电线路杆塔防雷器
等装置，规范防雷减灾安全管理，
最大限度减少雷电灾害事故发
生。 于京洲 焉华超

为贯彻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鲁公消〔2015〕43号《关于加强推
进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设及远程
联网服务的意见》。日前，文登消
防大队安保处开展2015文登区火
灾高危单位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
设应用监督检查，并将火灾高危
单位普及应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
及纳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信息平
台作为本年工作目标。

姜佳良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陈曦 ) 12日，新
苑学校举行第一届爱心义卖活
动，以跳蚤市场的形式，给学生
提供一个互利互惠的交易平
台。义卖所得将由学校家委会
助学部管理，用于资助有困难
的学生及校委会日常活动开
支，助学部设立专门账户，定期

公开收入与支出。
随着孩子的成长，很多曾

经心爱的玩具、书籍等都渐渐
被搁置在一旁，新苑学校举办

“让爱传递”校园义卖活动，鼓
励学生提高资源利用率，在爱
心跳蚤市场上，实现物尽其用。
12日当天，学生们以班级为单
位，将自己的书籍、玩具、手工

作品、批发的小商品等拿出来，
热情地向顾客推介自己的交易
品。

七年级二班的杜宇生和伙
伴们则亮出自己会画画的特
长，现场为顾客作画，摊位上很
快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附近
的居民也来为跳蚤市场捧场，

“既能买到需要的东西，又能献

爱心，一举两得。”市民李雪琴
说，她在书摊上为女儿买了十
本书。

据新苑学校副校长崔岩介
绍，活动义卖交由家委会助学
部管理，助学部将设立账户，由
专门的会计记录每一笔收入与
支出，并定期公开，用于帮助需
要帮助的孩子。

新新苑苑学学校校爱爱心心义义卖卖助助学学贫贫困困生生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 12
日，记者从威海南海新区管委
了解到，南海新区智慧城市建
设正式启动。目前，项目平台正
在数据收集阶段，建成后将大
大提高南海新区城市规划等方
面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据了解，威海南海新区智
慧城市建设依托于分布云智慧

平台，以云计算技术为核心，包
括PAAS服务平台、IDC实体数
据中心基地两个部分，覆盖通
信、多媒体、信息技术等多种云
端软件开发与运营服务。

项目采用政府主导、商业
化运营的模式，建成后将为南
海新区提供电子政务、企业信
息化、城市公共设施信息化等
服务。

“目前，我们正着重打造城
市规划审批和市政建设两个部
分，通过前期的数据收集和勘
测，我们可以将南海新区目前
所拥有的全部空地、项目、管
网、绿化等全部纳入平台中，统
一调度形成‘大数据’。

届时，只需要通过这一系
统，整个南海新区三维立体空
间图像将全面呈现于眼前，甚

至可以精确到一棵树、一个供
水阀门的具体位置。”平台建设
负责人介绍。

城市规划审批和市政建设
平台建设完毕后，威海南海新
区还将借助云智慧平台进一步
打造智能公交、智慧交通、智慧
旅游等，让市民不出家门就可
以获得医疗卫生、社区管理等
服务。

南南海海新新区区启启动动智智慧慧城城市市建建设设

本报4月12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刘云超 ) 日前，
市教育局、体育局联合召开威
海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计
划三年为1 2 3所学校建设塑胶
跑道和球类运动场地，开展学
校体卫艺器材配备情况检查调
度，配齐配全体卫艺设施。

据威海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主任王万琛介绍，任何学校不
得以任何理由和方法消减、挤
占体育课时间，积极推进阳光
体育运动广泛开展，双休日、节
假日，学校的体育场所要向学
生开放。大力加强体卫艺师资
队伍建设，配齐配足体卫艺教
师，加强教师力量培训，科学计
算体育教师工作量，保障体育

教师服装费等权益。加强体育
设施建设，三年为123所学校建
设塑胶跑道和球类运动场地，
开展学校体卫艺器材配备情况
检查调度，配齐配全体卫艺设
施。

全市所有中小学将足球列
入体育课教学内容，足球特色
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

足球教练、足球专业教师。足球
特色校保障小学五人制足球比
赛场地两块，初中七人制、高中
十一人制足球场地各1块。

三年时间将创建国家、省、
市级校园足球特色校9 0所。推
动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对
新评定的学校给予 3万元一次
性奖励。

市体育局副局长于夕皆表
示，恢复县级体校，实现县县有
体校。市体育局将全力配合教
育部门抓好校园足球工作，三
年建成建成10所威海市足球精
英试点学校。

对10-14周岁的300名超体
重学生进行培训，开展超体重
学生健康夏令营。

三三年年为为112233所所学学校校建建塑塑胶胶跑跑道道
恢复县级体校，实现县县有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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