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威 海

市市民民举举报报社社保保基基金金违违规规有有奖奖
最高可获得1万元奖励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蒋治国 ) 今
后，凡威海市的公民、法人或其
他社会组织，向市人社局基金
监督机构举报有关社会保险基
金的违法违规问题，符合相关
条件即可获得奖励，最高奖励1
万元。

日前，市人社局联合市财
政局共同下发了《关于转发山

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
励暂行办法的通知》，今后凡威
海市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
组织，向市人社局基金监督机
构举报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的违
法违规问题，符合举报主体明
确，实名举报，举报内容符合规
定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举报
之前未被人社部门掌握的线
索，经查证问题属实等条件即

可获得奖励。奖励金额按查证
属实的违法违规金额的1%予以
奖励，最多不超过5000元。但举
报案情重大，挽回基金损失超
过50万元的，按追回基金的1%
追加奖励，最多不超过10000
元。

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完整
关乎每名参保人的切身利益，对
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需要每

名参保人的参与和支持。市人社
局热切欢迎您就养老保险基金、
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在征缴、管
理、支付等环节上发生的违法违
规问题进行举报。社保基金违规
违纪举报平台请登陆网址http：/
/www.sdwh.lss.gov.cn/，举报电话
请拔打0631—5198110。

“中国旅游日”

景区优惠多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曲茜茜) 5月19日是

中国旅游日，当天，威海多家景区
推出旅游优惠。

西霞口景区：5月19日当天，
所有人可购买优惠票，即动物园
+隆霞湖联票90元，成山头+摩天
岭联票110元，动物园+隆霞湖+
成山头+摩天岭套票120元；赤山
景区：5 . 19中国旅游日当天，半价
70元/人；定远舰景区：威海市民
可享受半价37元/人的优惠价格；
天沐温泉：5月19日当天有三个活
动，游客除泡温泉118元/位和18：
00至23：00夜泡温泉68元/位外，
天沐温泉客房480元/间送双人温
泉；汤泊温泉：5 . 19日当日，客房
标准间+两人温泉428元/套；圣
经山景区：5 . 19日当天，全民免
票；山泰生态园：5月18日举行垂
钓比赛；小汤温泉：5月19日当天，
168元套餐，含双人温泉，双人早
餐；218元套餐，含双人晚餐，双人
温泉，双人早餐。晚5点至晚11点，
门票38元一位，赠刀削面一碗；多
福山：举办“爱旅游，爱生活，醉享
多福山”活动，当日全民半价；威
海高区恒山滑雪滑草场：5 . 19中
国旅游日当天，滑草套票优惠价
58元/人(原价：80元/人)。

船船模模赛赛
14日，威海市职业学院船舶

工程系开展了概念船模赛，意在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提升创新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西霞口刺参获评

地理标志产品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宋晓彤) 14日，记者

从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获悉，西
霞口刺参通过农业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审查和专家评审，正式
荣获地理标志称号，受到农业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至此，
威海通过农业部认证的地理标志
渔业产品达12家。

西霞口刺参分布在山东省荣
成市行政区内北部沿海海区，西
至港西镇朝阳港跨海大桥，东至
成山头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
之间的荣成东北部海区。地域保
护养殖面积为2000公顷，年产量
600吨。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龙荣范 ) 日
前，记者从市公务员办公室获
悉，威海市公务员网上报名工
作已经结束，7821人取得笔试
资格。公务员笔试将安排在5月
30日和31日两天，考生需要在5
月26日—5月30日打印准考证。

今年公务员报名人员7821

人，与去年相比，由威海市组织
的公务员考录计划增加43人，
报名人员增加1154，总体考录
比基本与去年持平。

据了解，报名结束后，根据
《2015年威海市各级机关及直
属单位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
及相关考录规定，经省公务员
主管部门研究确定今年全省公

安系统公安专业职位的开考比
例降低至1：2；威海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司法所计划
招聘1人的司法行政职位B(定
向考录职位)因最终缴费人数未
达到规定比例，其录用计划予
以取消。

威海市公务员笔试将安排
在5月30日和31日两天。考生需

要在2015年5月26日9：00—5月
30日9：30登录威海人事考试信
息网打印准考证。

目前，威海市的公务员考
录笔试工作正在积极筹备当
中，面试将于7中下旬组织，已
获得笔试资格的考生及时关注
威海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
www.whrsks.gov.cn/)。

77882211人人取取得得公公务务员员笔笔试试资资格格
报名工作已结束，笔试时间5月30日和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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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15所学校

教师学水上救生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张宁 刘云超 ) 14

日，威海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15所学校体育教
师和救生员在市体校游泳馆参加
集中培训，邀请台湾、深圳的水上
安全救生专家传授先进的救生理
念和科学的救生技能。

此次培训助教，威海市游泳
协会会长姜中南说，会游泳就轻
视救生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救
援者的安全应该摆在第一位，救
援的目的是减少灾害损失。”台湾
红十字会高级教练房子治说。培
训中，房子治为参与者普及了先
进的救生理念。要采取风险最低
的救援方式，看到有人落水，在没
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贸然下水，
可采用叫、叫、伸、抛的方法。

此次培训分为理论课和技术
实操课，参训学员将学习基本救
生、救生游泳、水上救生与自救等
自救方法；入水法、接近法、带人
法、防卫法等互救技术。此次培训
通过老师把学到的救生知识传授
给中小学生，推进中小学生游泳
运动普及工作。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冯
琳 ) 14日下午，淄博旅游推介
会在海都大酒店举办，威海35家
旅行社参加推介会。会上，淄博
旅游部门赠送1万张淄博生态文
化游一卡通门票，持票人可免费
游览原山国家森林公园、鲁山国
家森林公园、如月湖湿地公园及
白石洞景区。

当天，青年旅行社、北辰国
际旅行社、威海名扬国旅、嘉宏
旅行社、和平国旅、威海富桥旅
行社等35家旅行社参加推介会。
每家旅行社获赠200余张淄博生
态文化游一卡通门票。此次淄博
在全省范围内推出20万张淄博
生态文化游一卡通门票，省内各
地市各赠1万张。从事旅游业近

10年的张女士分析，淄博游近年
来很火，发团数及发客数逐年增
加。来威海做推介会的不少地区
都会为旅行社推出优惠，但此次
赠门票优惠算是优惠力度很大
的一次。这些门票对旅行社来说
算是“一份大礼”。

威海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于女士介绍，威海与淄博的旅游

资源有很强的互补性，到威海看
海，到淄博看山，成为两地市民
的共识。

推介会以送票形式开展形
式新颖，而与会旅行社也非常领
情。会上，近30家旅行社与淄博
原山国家森林公园、鲁山国家森
林公园等淄博旅游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推介效果显著。

淄淄博博景景区区来来威威赠赠万万张张门门票票
35家旅行社获赠“门票大礼”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刘
洁) 23日，“奔跑吧，铁人”将在
半月湾铁人三项主会场开跑，
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不要听
到“铁人”就心生畏惧，身体健
康，热爱健身的威海人都可以
免费报名，参加比赛就能抽奖。

比赛分6个组别，满足各年
龄段，各种水平的跑步爱好者
需求，喜爱健步走、跑步，身体
健康的市民不要错过。组委会
设置了丰富的礼品，通过抽奖

产生。男子、女子全程组持红色
参赛券，各组别分别录取前20
名，每经过1次打卡点需打卡；
其它组别持蓝色参赛券，不记
名次，根据报名自愿完成规定
距离比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比赛的参赛者均可参与抽奖。
奖品总价值16000元。

男子全程、女子全程组前
10名获得2015年威海长距离铁
人三项世界系列赛参赛资格(可
直接从组委会报名，不计入其

它报名方式名额)；男子全程、女
子全程组前20名计积分，分数
分别为20、19、18、17，依次递减
至1。第一至四季活动结束，总
积分前30(男子混合排名)，获得
2015年威海长距离铁人三项世
界系列赛参赛资格且免收报名
费。铁三迷们不要错过。

活动路线：从半月湾铁人
三项主会场出发，向西经14路
公交站点、伴山伴岛，沿环海路
顺行至山东村岔道口右转，沿

环海路向东返回主会场为1圈，
单圈6千米。全程比赛18千米。
选手需于比赛23日早8：30前抵
达活动现场，9点活动正式开
始。

报名地点及联系电话：大
成体育经区时代广场自行车
店，电话：5996123；大成体育统
一路自行车店，电话：5286123；
大成体育帝王宫自行车店，电
话：5234200。市体育局咨询电
话：5817183。

““奔奔跑跑吧吧，，铁铁人人””，，你你我我都都可可以以
参加比赛就可抽奖，奖品总价值1 . 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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