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年年降降雨雨较较去去年年同同期期少少五五成成
全市供水压力增大，节水宣传月启动，号召全民节水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刘洁)
9日，威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由于
受降雨偏少、气温升高、用水增加
等诸多因素影响，威海水利工程
蓄水量下降，供水压力不断增大。
市政府迅速启动实施了2项水资
源配置工程，保证居民正常生活
用水和基本生产用水，从7月10日
至8月10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节
水宣传月活动。

市水利局党委委员、调水局

局长矫健介绍，威海境内水资源
主要来源于大气降雨，威海属于
国际公认的资源性缺水城市。节
约用水，一直是缓解威海水资源
供需紧缺矛盾的有效措施。今年
以来，全市降雨持续偏少，截至7
月8日，全市累计降雨量为128 . 8
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少56 . 3%，
比多年同期偏少51 . 5%，据气象
部门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
响，未来威海降水偏少的可能性
较大。

目前，受降雨偏少、气温升
高、用水增加等诸多因素影响，
威海水利工程蓄水量下降。根据
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截止到7
月8日，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比多年同期偏少16 . 7%。为市区
供水的6处水源地蓄水减少，供
水压力不断增大。受干旱影响，
全市河道除母猪河、黄垒河、乳
山河等几条河道有较少流量外，
其余河道基本断流。

为有效应对目前旱情，市政

府迅速启动实施了2项水资源配
置工程：启动冶口水库、坤龙邢
水库等应急供水工程，将这些水
源纳入市区供水系统实行一体
化调配，进一步提高市区供水保
障能力；启动所前泊水库调水工
程，新增输水能力5万立方米/
天，保证居民正常生活用水和基
本生产用水。若旱情持续发展，
本地水资源严重不足，威海将启
动胶东调水，调引黄河水入境，
以弥补本地水资源缺口。目前水

利部门已就调水相关具体问题
与省水利厅进行对接落实，省调
水局已开始对工程管线设施进
行检测，只要急需，就可及时将
黄河水调入威海，确保居民生产
生活正常用水。

节水对保障水资源安全至关
重要。从7月10日至8月10日，威海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节水宣传月活
动，号召全民参与，节约用水。倡
导居民一水多用、循环利用，停用
非必要用水。

上上档档升升级级
9日，环翠区城管执法分局

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大世界步
行街的小吃摊点。据了解，环翠
区城管执法分局统一购置不锈
钢柜台，完成了古陌路、鑫城大
厦和大世界南50个摊点的“换新
装”，取缔了这一区域存在多年
的不规范摊点。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首届中韩关系

论坛威海开幕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刘洁
实习生 袁彩凤 ) 9日，第一

届中韩关系论坛在威海举行，41
位中韩关系专家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两国关系发展，从转型期视
点提出韩中未来关系新的发展方
向。

上午9点，中韩关系论坛会议
正式拉开序幕。论坛以“转型中的
中韩关系”为主题，41位中韩关系
专家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进行更
深入的对话，巩固信赖关系，并由
此形成助力两国共同发展及增进
友好的实质性方案。本届论坛由
山东大学(威海)中韩关系研究中
心、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山
东大学韩国学院主办。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刘
洁 通讯员 林霄燕 刘云
超) 日前，2015年威海市帆船
运动进校园活动在半月湾海域
训练营举行开班仪式。2015年
帆船运动进校园活动计划培训
帆船、帆板学员380名，有314
名学员通过游泳测试，获得培
训资格，创历年新高。

帆船训练营将在7月6日

至7月31日将分别在高区影视
城海域、经区九龙湾海域、孙
家疃葡萄滩海域、环翠区半月
湾海域、荣成人工湖五处基地
同期开展。帆板训练营设在环
翠区半月湾海域。

“今年新增荣成人工湖基
地，荣成学员可以就近学习。”
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刘万
强介绍。2015年帆船运动进校

园活动计划培训帆船、帆板学
员380名，有314名学员通过游
泳测试，人数创历年最高。帆
船教练于贤洋介绍，配合理论
知识，下午将让学员下水，熟
悉帆船操作的实际技能。

自2011年开始，威海连续
五年举办帆船运动进校园活
动，2014年活动新增帆板运动
培训，广受师生欢迎。

目前，我市帆船特色学校
已增至18所，累计培训学员近
1000名。五年来，为特色学校
先后配备了OP级帆船120条、
帆板20条。

今年8月1 5日，威海还将
在幸福门公园海域举办2 0 1 5
年威海市OP级帆船测试赛，以
帆船进校园活动各特色学校为
单位组团参赛。

331144名名学学生生获获帆帆船船帆帆板板培培训训资资格格 华夏集团5万元

送给困难家庭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陈乃
彰 实习生 尹春懿 ) 7月9日
上午，在嵩山街道闫家庄村的丛
美净家中，华夏文化旅游集团工
会代表和嵩山街道办工作人员等
一行人向其送去5万元慰问金。

丛美净丈夫因突发脑溢血离
开了人世，留下年迈的父母与正
在念书的女儿，还有十几万的债
务。嵩山街道办了解后，向其送了
1 . 5万元的救助金。而华夏旅游文
化集团的负责人因此也启动了华
夏慈善基金，在第一时间为丛美
净家中送来5万元慰问金，解决燃
眉之急。据华夏文化旅游集团工
会主席丛金燕介绍，这项专项基
金是去年开始专门针对嵩山辖区
内的困难家庭设立的，用来帮扶
有需要的居民。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王
震 通讯员 张伟 ) 因与男
友吵架，9日凌晨4时许，一醉
酒女子乘出租车到城里派出所
门口哭诉。女子当时只穿了一
件外套，不仅未带随身物品，
鞋子也不知所踪。待女子清醒
后，民警联系了女子的男友将
其接回。

7月9日凌晨4时许，在市

区城里派出所门口，一名年轻
女子不停哭诉，民警见状后将
女子带进派出所询问，女子明
显喝过酒，意识不清，语言颠
倒。当时，女子身上只穿了一
件长外套，光腿赤脚。该女子
进入派出所后，直接躺在长椅
上闷头睡觉。

过了许久，女子意识稍微
清醒一些。她告诉民警，她今

年2 7岁，姓邹，两天前与男朋
友来威海玩，8日晚上，在市区
国际海水浴场吃饭，由于和男
朋友闹矛盾，她喝了半斤多白
酒。随后意识模糊，自己醒来
后，发觉身上只穿了一件长外
套，裤子和鞋子都没有穿，而
随身的钱财和手机也都不知所
踪。

于是，她打车寻找派出所

报警，一位好心司机将其送到
城里派出所后离开。

小邹称，她希望民警将她
送到某地，但民警并没有听说
威海有这个地方。随后，民警
依照小邹提供的联系方式，找
到其男朋友。

凌晨5时许，小邹的男友
和朋友匆匆赶到派出所，好言
相劝将她带离。

醉醉酒酒女女打打车车到到派派出出所所哭哭诉诉
清醒后，被其男友接回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刘洁)
7月11日(本周六)“游福地 拍

乐水 福地传奇杯摄影大赛”将
在威海南海新区福地传奇水上
乐园举行，来自北京、天津、济
南等地的近30位媒体记者、摄
影爱好者将聚焦威海南海福地
传奇水上乐园。

“游福地 拍乐水 福地传

奇杯摄影大赛”由威海福地传
奇水上乐园有限公司、齐鲁晚
报·今日威海共同主办。威海南
海新区福地传奇水上乐园以水
上游乐为主题，是全球最大的
森林里的乐水之都，配备国际
顶尖级娱乐设施30多项。摄影
迷们将用艺术的镜头向读者呈
现，被称为世界之最的造浪池、

海啸池、漂流河、大喇叭滑梯、
水动漫迷城等游乐项目。园区
内休闲区里茶马古道、千年古
树或将成为他们镜头的主角。
不一样的镜头，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构图，都将营造出一
个艺术的水上乐园，值得读者
期待。

本次摄影大赛聚除了吸引

“拍课堂”的学员外，还吸引了齐
鲁晚报、北京晚报、扬子晚报等
主流报纸专业摄影记者的关注。
据悉，摄影爱好者拍摄出的摄影
作品将由中国晚报摄影学会会
长司马小萌等专家评委选出一、
二、三等奖，并给予相应奖励，北
京晚报、扬子晚报、文汇报等主
流报纸将刊发获奖作品。

近近3300位位摄摄影影迷迷来来威威拍拍水水上上乐乐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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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震)

日前，文登区国税局推动《国地
税合作规范(1 . 0版)》落地实施。

文登区国税局成立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全局人员详细研究学
习《工作规范》，对5大类32项要求
逐条细化分解，为深化国地税合
作打牢基础。第一时间联系协调
地税部门，在原有的国地税合作
机制上，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确保
国地税各项业务实现无缝链接，
现已交换第一批税务登记核对信
息1082条。

文登区国税局

推动国地税合作

为将《全国税收征管规范》落
实到位，高区国税局成立推行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落实政策。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谭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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