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在威威海海这这样样赶赶海海，，您您知知道道吗吗？？
挖蛤蜊、挖螃蟹、钓鱼……海边好去处，原来这么多玩法

本报记者 冯琳

每年盛夏时节，威海国
际海水浴场等海边变成人
的海洋。但您去海边是不是
只是看看景，游会泳呢？那
您就out了。威海海边玩法
多着呢，一起赶海踏浪去
吧。

记者采访威海多位老
渔民及玩家，为您搜集威海
适合挖蛤蜊、挖小螃蟹、钓
鱼的地方，一起去看看吧。

文登出口退税

同比去年增长36%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王震)

今年以来，文登区国税通过实
施出口企业分类管理、落实出口
退税规范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加
快了退(免)税进度，支持了对外
贸易发展。1-6月，全区办理出口
退(免)税比去年同期增长36%，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
持。

文登区国税局始终把加快退
(免)税进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任务和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不
断优化出口退(免)税管理服务工
作。实施了出口退税企业分类管
理，对纳税信誉比较好、税收遵从
度比较高的一类企业，办理退税
时不需要提供纸质出口退税凭
证，只要电子信息核对无误，两天
内即可办结退税手续。全面实施
了出口退税规范化，简化流程，进
一步提高退税申报、退库效率，降
低退税办理成本。设置了2个出口
企业QQ群，发布出口退税政策、
退税操作实务、退税业务提醒等
各类信息170余条，即时解答各类
问题咨询200余人次。

小海船适任证书

首份新版签发

本报8月3日讯 (记者 孙丽
娟 通讯员 赛倩影 ) 7月31
日，威海海事局向辖区申请船员
发放了威海第一本新版小型海船
适任证书，标志着威海辖区新版
小型海船适任证书申报业务的正
式运行。

据悉，根据山东海事局下发
的关于修订实施《小型海船船员
适任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的通
知，要求威海辖区小型海船船员
适任证书换证过渡期自2015年2月
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威海海事
局按照山东海事局的统一部署多
种举措保证换证工作顺利开展，
进行广泛宣传，将新《办法》及过
渡期换证要求宣传到相关单位，
针对个体船员，利用船员管理系
统内预留的联系方式逐一通知；
并将《办法》配套的教学要求和考
试大纲发放到辖区培训机构，对
需要过渡期内进行再培训人员合
理安排开班，考试计划及考务等
相关工作优先安排；同时根据辖
区旅游公司多、旅游小船多的实
际情况，为了不影响公司运营，要
求公司抓紧空闲时间，对公司船
员分批进行换证，保证公司旅游
季节正常工作不断不乱。

近年来，威海市涉海旅游项目
发展迅速，对海船船员特别是小型
海船船员的需求量逐年增加。新版
小型海船适任证书的签发能够多
渠道解决辖区小型船员短缺问题，
同时将全面提升辖区小型船船员
整体素质，更好地为我市涉海旅游
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孙丽
娟) “两客一危一货”车辆在山
东省境内高速公路行驶里程不
少于一万公里(以使用信联卡或
ETC通行卡缴纳高速公路通行
费记录进行计算)，无交通违法
行为和责任交通事故，即可参
加抽奖，最高奖励是1万元的高
速公路通行费或同等价值的信
联卡。

“两客一危一货”车辆是指
客运车辆、旅游包车、危化品运
输车及1 2吨以上重型货运车
辆。为奖励上述车辆驾驶人自
觉遵守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有效预防和减少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山东省
高速交警开展了“行万里无违
法、奖万元通行卡”活动。活动
时间从2015年8月1日至2016年3

月31日。
在山东省境内高速公路通

行的“两客一危一货”车辆均可
在活动进行期间随时到省内任
一高速交警部门或山东高速
ETC充值网点进行报名登记。活
动期间，报名车辆在山东省境
内高速公路行驶里程不少于一
万公里，无交通违法行为和责
任交通事故，按时参加公安、交

通、质检、环保等部门的相关检
验的车辆获得抽奖资格。

活动分三次抽奖，每次抽
取一等奖2个，各奖励1万元的
高速公路通行费或同等价值的
信联卡；二等奖1 0个，各奖励
3000元的高速公路通行费或同
等价值的信联卡；三等奖20个，
各奖励1000元的高速公路通行
费或同等价值的信联卡。

行行万万里里无无违违法法 奖奖万万元元通通行行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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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一团购网站在该海
边进行了挖蛤蜊、烧烤及骑马
等诸多娱乐项目，价格也不
贵，想穷游的您可以选择。团
购网站选定该海滩，可见该海
滩的综合娱乐指数较高。

此处优势：游泳的人群没
有海水浴场那么多，适合的娱

乐项目又较多，沙滩游戏、沙
滩排球都是不错的选择。

挖蛤蜊方式：跟团挖蛤蜊
或自驾到此处自助挖蛤蜊。

此处赶海目标：蛤蜊及沙
滩游戏。

交通出行方式：自驾荣乌
高速双岛收费站附近。

2 海滨路海岸线

海岸线周边规划整齐，
风景如画，滩涂很小或没有，
所以不是挖蛤蜊的绝佳去
处。但在此钓鱼再好不过。

推荐地点：幸福门附近
海岸、威海公园海岸。

此处优势：环境幽静，地

势较为平缓，周围景色优美，
心旷神怡。

赶海目标：小黄鱼、小黑
鱼。(要想钓大鱼，恐怕您就要
失望了。)

交通出行方式：乘10路公
交车威海公园站下车。

1 远遥码头东边

远遥码头是多条渔船上
岸的集散地。除了可以到这
里“捡漏”，捡些渔船落下的
虾兵蟹将外，这里的海滩也
有不少蛤蜊和小螃蟹，有心
的您快来“挖地三尺”会会它
们吧。

挖蛤蜊方法：您可千万
别真挖地三尺。您只需准备
好小铁锹(当然木锹也行)，再
提个小桶，然后您只需挖20-
30公分，就可以看到蛤蜊或小

螃蟹了。如果你挖了30公分还
没有，那就挪几步再找个地
挖吧。

挖蛤蜊最佳时间：中午12

点左右及下午2点之后。不过
为了避免暴晒，您还是2点之
后去吧。

该处赶海目标：蛤蜊为
主，小螃蟹为辅。

交通出行方式：乘3路公
交车在远遥站下车即可。

4 葡萄滩海水浴场

葡萄滩海水浴场蛤蜊及
小螃蟹虽然没有远遥码头附
近多，但这里风景如画，也是
游泳及摄影的极佳去处。所
以，从综合价值来说，来这里
赶海也是不错的选择。

挖蛤蜊方法：小铁锹及小
桶，如果小范围挖蛤蜊或当娱
乐项目，可以用手挖，盛放在
矿泉水瓶中。(不过，这样挖可

不能贪多，保护手要紧呐。)

此处限制因素：游泳的人
群太多，所以最佳赶海时机是2

点之后4点之前。2点之前天太
热，4点之后游泳的人太多。

此处赶海目标：蛤蜊、小
螃蟹都不算太多，但均尚可。

交通出行方式：乘3路公交
车在葡萄滩海水浴场下车即
可。

3 后双岛沙滩

赶海虽然乐趣多，但“安全第
一”务必要牢记。为此，记者采访威
海国际海水浴场管理处工作人员，
他们为您总结赶海注意事项：

1 .每天像关注天气预报一样关
注海洋气象预报，关注潮汐及风力

等信息，风大浪大的天气尽量不要
赶海。

2 .赶海做好安全措施，在沙滩
尚可，只要下水需佩戴游泳圈等安
全设施。

3 .抹好防晒霜，不要因为赶海

被晒成“小煤球”。
4 .尽量三两人结伴而行，不要

单独行动。
5 .赶海不往深水去，钓鱼不选

地势陡峭的岸边。
6 .避免夜间赶海。

赶
海
小
贴
士

今今有有大大到到暴暴雨雨，，伴伴有有雷雷电电大大风风
本报8月3日讯(记者 王震)

4日，威海各地阴有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
电时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

4日，阴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并伴有雷电，市区阴有大
到暴雨，南风沿海6到7级，内陆
4到5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温度

沿海25℃到28℃，内陆25℃到
29℃，市区25℃到29℃。

5日，多云间阴有雷雨或阵
雨，南风沿海6到7级，内陆4到5
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温度沿
海 2 4℃到 2 8℃，内陆 2 4℃到
30℃，市区24℃到29℃。

6日，多云间阴局部有雷雨

或阵雨，南风沿海5到6级，内陆
4到5级，温度沿海24℃到27℃，
内陆25℃到29℃，市区25℃到
30℃。

近期，雷电天气较多。对于
防雷，很多市民只知晓电器断
电、勿在露天接打电话等常识，
却忽略了一些更危险的行为，

比如说拍照。不少市民喜欢用
手机抓拍雷电闪过的情形，但
此举和接打电话同样危险。另
外，不要在雷电发生时使用太
阳能热水器。如果雷电发生时
正在驾车，请待在车内不要轻
易出来，因为汽车外表有很好
的防雷性。

※

带金属外壳的电器应使用三
脚电源插头。有些家电出现故障或
受潮时外壳可能漏电。一旦外壳带
电，用的又是两脚电源插座，人体
接触后就有遭受电击的可能。

耗电大的家用电器要使用单
独的电源插座。因为电线和插座
都有规定的载流量，如果多种电
器合用一个电源插座，当电流超
过其额定流量时，电线便会发热，
塑料绝缘套可能熔化导致燃烧。
电压波动大时要使用保护器。

记者 许君丽

供电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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