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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6家家育育苗苗渔渔企企晋晋升升省省级级增增殖殖站站
主要承担七类海洋苗种的增殖放流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洁)
19日，记者从威海市海洋与渔

业局获悉，近日省海洋与渔业厅
公布了2015年省级渔业增殖站
名单，威海共46家水产育苗企业
榜上有名，成为威海新一批的省
级增殖站点，主要承担在威海实
施的中国对虾等七类海洋苗种
的增殖放流工作。

据了解，今年威海积极组
织全市符合条件的水产苗种企

业申报2015年度省级渔业增殖
站。近日省海洋与渔业厅公布
了本年度省级渔业增殖站名
单，威海共46家水产育苗企业
榜上有名，成为威海新一批的
省级增殖站点，增殖苗种种类
包括中国对虾、日本对虾、海
蜇、三疣梭子蟹、黑鲷、许氏平
鲉、黄盖鲽，其中此次公布的省
级黄盖鲽增殖站全省只有威海
市环翠区一处。

据介绍，2015年的增殖站评
选工作更加严格，必须具备工商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银行
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四大证
件，市海洋与渔业局、省海洋与
渔业厅先后两次组织专家对申
报企业进行实地现场勘查，对各
育苗企业的生产条件、基础设
施、水域环境、育苗能力、技术人
员配备以及环境卫生状况等进

行严格的论证比较，最终认定46
个省级渔业增殖站。

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
长袁修宝介绍，除了省管品种的
放流，威海还将进行市管品种的
大规模放流，2014年威海市区内
首次增加黑鲪品种，同时增加了
鲤鱼、草鱼、鲢鳙鱼3个淡水品
种，放流品种总数达到15个。2015
年，威海计划投放14亿单位苗种
回补大海。

7家幼儿园受检

省级示范园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云飞) 19日，记者

从威海市教育局了解到，近日，省
级示范性幼儿园复评专家评估组
对威海17所幼儿园进行省级示范
幼儿园复评，通过随机抽签，共7
所幼儿园受检。

根据相关要求，省级示范幼
儿园复评工作自2015年开始，计
划三年完成。今年参加复评的是
2000年及以前认定的省级实验、
示范园，威海共有17处幼儿园参
加。按随机抽签的方式，专家评估
组对经区皇冠幼儿园、高区第一
幼儿园等7所幼儿园进行抽查。评
估组通过听取汇报、当场提问、实
地查看、查阅档案、反馈问题等程
序，对幼儿园的行政管理、师资建
设、园舍建设、教育教学、安全卫
生保健和幼儿发展等方面进行了
综合评估。评估组认定威海参加
复评的省级示范园园舍建设及时
更新，办园质量持续提高，卫生保
健细致全面，较好的发挥了辐射
带动作用。此次复评结果将通过
官方渠道公布。

据介绍，威海通过创建省、市
级示范幼儿园，规范幼儿园管理，
提升幼儿园内涵和办园档次，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截至2014年底，
威海省、市级示范园比例达到
75%，其中省级示范幼儿园达到
25%，位于全省前列。

七彩风筝节

19日，威海南海新区举行了
七彩风筝文化节，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1万多名游客前来体
验。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摄影报道

环翠区人社局

宣传就业政策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李添鹏) 为进一步加

大就业创业优惠政策落实力度，近
日，环翠区人社局开展了小微企业
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宣传周活动，提
高政策在小微企业中的知晓度，帮
助每一家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申
请成功、做到“应享尽享”。

环翠区人社局通过与工商部
门协调，利用工商部门“红盾”系
统对全区工商登记企业进行全面
筛查，选取在2013年10月1日后创
办且正常经营满一年的小微企业
共23家，安排专人逐一联系宣传。
为提升宣传效果，4月14日，环翠
区人社局召集23家小微企业法
人，开展小微企业就业创业优惠
政策宣讲。现场发放有关文件，并
对最新的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
贴、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一
次性就业岗位补贴的政策逐项进
行剖析说明。

对于在宣传中发现的部分企
业存在职工工资尚未通过金融机
构发放、创业者本人报酬与职工单
独计算、企业法人非中国国籍等问
题，工作人员进行了研究，督促尚
不符合申请要求的企业及时改进，
为顺利享受有关政策创造条件。

本报4月19日讯 (记者 刘
洁 ) 19日，记者从文登区海洋
与渔业局了解到，文登引进耐
高温型刺参新品种“高抗一号”
参卵，该苗种可抗33℃高温，预
计10月份可为养殖户批量供应
每千克400头左右的耐高温型
刺参苗。

4月5日，文登水产技术推
广站联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从黄海所育
苗基地为文登区水产育苗龙头
企业同盛源海洋生物养殖有限
公司引进“高抗一号”耐高温型
刺参卵6亿粒。目前，已顺利孵
化出小耳幼体，进入到幼体培
育阶段，预计在10月份可为养
殖户批量供应每千克400头左
右的耐高温型刺参苗。

据了解，传统海参苗不耐

高温是海参养殖的难题。海参
喜欢在7℃至16℃的水温里生
长，海水温度高于20℃时就开
始夏眠。参苗因不适应30℃高
温而出现死亡，会造成养殖户
巨大亏损。此次引进的新品种
是黄海水产研究所采用刺参家
系选育、群体杂交选育和累代
选育方法培育出来的耐高温刺
参，不但能抵御高温酷热死亡，

还能缩短刺参夏眠时间、延长
生长期、提高养殖成活率和产
量。选育的刺参苗经养殖试验
表现症状为：水温29℃至30℃
仍能爬行活动、少量摄食；33℃
参体健康、状态良好，经历了整
个夏季高温期基本不夏眠；和
未经选育的刺参苗进行养殖对
比试验，专家现场鉴定：生长速
度高17%，成活率高27%。

文文登登引引进进耐耐高高温温刺刺参参新新品品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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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9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林伟强 ) 为
给 帮 扶 村 办 实 事 办 好 事 ，日
前，威海市民政局为乳山市下
初镇三甲村修建长800米、宽3
米的山路，切实化解了群众的
烦恼。

威海市委组织部开展驻村
帮扶活动以来，市民政局党委
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班子成

员亲自带队深入包扶村了解村
情、民意。在调研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发现，乳山市下初镇三
甲村的主山路周围有近千亩农
田，每年农收时节，村里都须组
织人力对该路进行修整，但一
经雨水冲刷，又会恢复破损原
貌。

不仅如此，三甲村山路还
是清明群众扫墓主路，每到清

明扫墓期间，群众出行非常不
便，为此威海市民政局党委经
研究决定，在山路顶修建一处
停车场，方便群众扫墓停车。为
解决群众的这块“心病”，帮扶
工作开展一周后，市民政局驻
村书记和村干部多次商议，紧
锣密鼓的安排工期。

目前，该山路已完成土方
平整工作，待群众春耕完后，开

始硬化。
在下一步的帮扶工作中，

市民政局将结合职能，在村级
政权建设、村集体经济、修建幸
福院等方面给予项目倾斜。在
村级自来水、农民实用技术培
训、培育主导产业、结对帮扶等
方面给与扶持，力争通过帮扶，
使三甲村经济发展实现新跨
越。

威威海海市市民民政政局局为为帮帮扶扶村村修修山山路路

本报4月19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蔡海沧 ) 日
前，记者从威海市供电公司获
悉，今年，威海市将大力实施低
电压专项治理活动，投资7800
万，对全市435个村、4316户低电
压用户进行专项治理。

近年来，农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用电负荷增多，部分农
村由于低压供电半径长、线路

老化严重，出现低电压，影响客
户正常用电。“以前一到了用电
高峰，花生加工机就时好时坏，
现在好了，电压稳了，再也不用
担心订单不能按时发货了。”临
港区苘山镇山马埠村村民马大
叔高兴的说。

据了解，山马埠村是国网
威海供电公司实施农村用户

“低电压”专项治理的第8 5个

村，为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供
电质量，今年威海供电公司大
力实施低电压专项治理活动，
投资7800万，对全市435个村、
4316户低电压用户进行专项治
理。

为了确保治理工作快捷高
效推进，威海供电公司建立低
电压档案库，依据“低电压用
户”档案库优先采用调整配变

分接头、调整三相负荷不平衡
等管理措施消除低电压，台区
低电压治理后，工作人员在用
电高峰期通过客户侧供电质量
监控系统对低电压治理成效进
行核查。截止目前，威海公司

“低电压”治理项目评审通过率
达到100%、低压用户在线监测
率97%，低压用户侧电压合格率
98 . 61%，均位于山东省前列。

44000000余余农农村村用用户户将将告告别别““低低电电压压””
本报讯 针对“春检”范围

广、点面多、安全隐患多等因素，4

月初以来，乳山供电公司创新举
措，以“微课堂”培训形式把牢春
检“安全入口关”，营造浓厚的安
全生产氛围。

通讯员 于京洲 杜文
本报讯 16日，乳山市供电

公司“彩虹”党员服务队员来到夏
村镇房屋村为旧台区进行改造，
这是该公司开展“三个坚持”打造
优质服务新常态的一个缩影。今
年以来，乳山市供电公司通过创
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水平，提高
客户用电满意度。

通讯员 于京洲 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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