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自贸贸区区优优惠惠进进万万企企””威威海海启启动动
在全省率先试点运行“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信息化平台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王伟强) 6日，山东

省“自贸区优惠政策进万企”启
动仪式在威海举行。山东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局长周建安与威海
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惠签署合作
备忘录。之后，山东检验检疫局
将率先在威海试点运行“一次查
验、一次放行”信息化平台等改
革措施，把威海市作为山东检验
检疫局政策的先行区。

当天仪式上，威海市市长张
惠、山东检验检疫局局长周建

安、山东省商务厅厅长佘春明出
席仪式并致辞。国家质检总局通
关司、山东检验检疫系统、全省
商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山东省贸
促会有关人员、韩国驻青岛总领
馆领事、威海市各区市政府及市
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高校、研
究机构有关专家、企业代表约
400余人参加仪式。启动仪式后，
“自贸区优惠政策进万企”活动
首场政策宣讲会举行，来自商务
部、国家质检总局、韩国驻青岛
总领馆、山东大学、青岛大学的

有关人员围绕自贸协定关税优
惠政策的利用等内容进行了宣
讲，青岛恒顺众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介绍了其在自贸协定关
税优惠政策利用方面的经验。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备忘
录内容，山东检验检疫局与威
海市政府将围绕检验检疫一体
化、推进实验室检测结果国际
互认、加快中韩国际食品安全
示范区建设、打造东北亚标准
法规查询平台、创造性复制推
广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检验

检疫制度、支持威海市加快肉
类等指定口岸建设、提升中韩
陆海联运层次、支持威海市获
得跨境电子商务“网购保税进
口”试点城市、推进威海市抢抓
中韩自贸区战略机遇等20个方
面加强合作。山东检验检疫局
将率先在威海试点运行“一次
查验、一次放行”信息化平台等
改革措施，把威海市作为山东
检验检疫系统改革的试验田、
政策的先行区，服务威海乃至
全省经济发展大局。

琐事起争执

他要淹死同事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陈雷) 在海区作业时，同
事刘某和李某因琐事发生争执撕
扯，刘某将李某拽到海里，通过用脚
踹、用手按的方式，阻止李某返回船
厂，扬言要淹死对方。

4日15时许，荣成俚岛镇某公司
职工李某报警称，3日上午，他在公司
某海区工作时，与同单位的职工刘某
发生了争执，后刘某称要淹死他。

荣成刑侦大队民警和俚岛边防
派出所民警走访调查，查明刘某和
受害人李某是同事。事发当天，两人
在公司养殖某海区工作时，因琐事
发生争执撕扯，刘某将李某从舢板
船上拽到海里。李某试图爬回船上，
却连续多次遭刘某用脚猛踹。刘某
不但阻止李某上船，还用手抓着李
某的头发往海水里按，扬言要淹死
李某。之后，李某挣脱，被同单位职
工的其他舢板船救起。

4日，民警将在公司等待处理的
刘某抓获。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
罪，刘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夏夏季季
养养生生

近日，环翠楼街道办杏花
村社区举办了“冬病夏治”的养
生讲座。专家现场介绍了合理
的夏季养生方法，并为30多名
居民进行了义诊。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刘洁)
6日，记者从威海市环保局经

区分局获悉，经区环保分局、经
区农经局、经区执法局、经区各
镇合力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2015年全区完成1家规模养殖场
污染整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区)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率达
到100%，废弃物集中处理率达

到96%以上。
根据《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度工作计
划》，今年经区加快建立废旧农
膜回收利用体系，推广农作物秸
秆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2015
年，全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达
到80%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99%。经区环保分局积

极推进生态型畜禽养殖业发展，
加大备案养殖场(小区)畜禽养
殖业污染防治力度，2015年完成
1家规模养殖场污染整治，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水处理
达标排放率达到100%，废弃物
集中处理率达到96%以上。

经区各部门把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经区环保分局加强对各部门
(单位)落实《威海经济技术开发
区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度工作计
划》情况的组织协调和督导调度。
2015年12月底前，各部门(单位)
完成自查报告，并抄送环保分局，
环保分局将对完成情况汇总后提
交威海生态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审查后进行全市通报。

经经区区加加大大农农业业面面源源污污染染防防治治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周红波 ) 日
前，记者从威海市图书馆了解
到，威海市图书馆“微时代”开
启，告别电脑，只需手机一部，
随时随地“玩转”图书借阅服
务。

经过一段时间精心调试，
威海市图书馆短信服务平台正

式和读者见面。在所借图书即
将到期、已经过期或者预约图
书已被归还后，市图书馆的系
统将自动发送短信提醒到市民
预留的手机上。市民还可以根
据相应的短信指令完成图书续
借、馆藏查询、读者证到期提
醒、读者证挂失等一系列操作。

据了解，短信提醒功能会

自动发送到市民办证时预留的
手机上，如果无法收到短信或
者想更改接收短信号码请访问
威海市图书馆官网 ( h t t p : / /
www.whlib.com)，登录“我的图
书馆”在“个人资料”中进行修
改，或持有效证件到办证处进
行修改。

市民可以用预留手机号码

(非预留号码无效)发出下列的
短信指令到图书馆短信服务平
台，短信平台接收到短信后自
动处理读者短信请求，并把处
理结果信息反馈到您的手机。

移动用户短信服务申请发
至：106571205996。联通、电信
用 户 短 信 服 务 申 请 发 至 ：
1069099996。

动动手手指指发发短短信信，，图图书书借借阅阅就就搞搞定定
威海市图书馆开通短信平台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刘昌勇) 威海
南海旅游海鲜美食节将于8月7
日晚在南海海鲜大排档举办。
美味的海鲜，冰爽的啤酒，精彩
的节目应有尽有，参与速饮比
赛更有机会上台参与活动得大
奖。

精彩纷呈的节目以及趣味

速饮比赛，大家可以尽情的“嗨
皮”起来。劲歌热舞、幽默风趣
的模仿秀、搞笑的东北二人转
让你笑得合不拢嘴，神奇的魔
术以及高难度的杂技表演等视
觉盛宴相信会让你大饱眼福；
参与速饮比赛，每四人一组，每
人一杯1000ml啤酒，喝完用时
最少的选手胜出，如果你好酒

量，参与比赛丰厚礼品在等着
你。试想一下，在迷人的金色沙
滩旁，微风轻轻拂过，畅饮一杯
冰爽的啤酒是多么惬意的事
情。威海南海旅游海鲜美食节
将持续到8月29日，每周五、周
六晚海鲜啤酒狂欢夜，每周一、
周三晚文艺专场。

威海南海金滩丰富的滩涂

海洋资源，盛产鱼、虾、蟹、贝、
参等海珍品50多种，仅贝类就
达40多种，各种贝类个大肥鲜、
风味独特、营养丰富、久负盛
名，具有“品尝南海贝、不思外
海蛤”的美誉。盛夏的八月，相
约威海南海旅游海鲜美食节，
到南海海鲜大排档享受清凉与
惬意吧！

南南海海旅旅游游海海鲜鲜美美食食节节77日日开开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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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公司发现荣

成君豪海水养殖有限公司

以本公司作为投资人注册

成立。本公司特此严正声

明，荣成君豪海水养殖有

限公司并非本公司投资成

立的子公司，其注册成立

和生产经营的行为均与本

公司无关。如涉及伪造本

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

签字的情况，本公司不承

担任何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君阳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8月7日

公告

本地西瓜下市

外地西瓜唱主角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许君丽)

连续高温天气，酷暑难耐，西瓜的
销量大增。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现
在威海本地西瓜几乎全部下市，外
地西瓜开始上市充当主角，平均价
格为1 . 2元/斤，比本地西瓜鼎盛销
售时期的0 . 7元/斤上涨了71 . 4%，比
去年同期的 0 . 75元/斤同比上涨
60%，估计价格很难再跌破1元/斤。

6日上午，市民李女士到市场挑
选西瓜，因为个头比较大，她最后买
了四分之一的西瓜，一称6元多。“前
一阵买一整个西瓜才六七元钱，现
在瓜的个头大了，价格也涨了不少。”

记者走访发现，现在市场上本
地西瓜基本下市了，云南、潍坊、东北
西瓜占据市场，价钱基本都在1 . 2元
/斤左右，来自云南的硒沙瓤西瓜在
1 . 5元/斤左右，外地西瓜开始上市
充当主角，平均价格为1 . 2元/斤，比
本地西瓜鼎盛销售时期的0 . 7元/斤
上涨了71 . 4%，比去年同期的0 . 75元
/斤同比上涨60%。

西瓜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是本地
西瓜下市，外地西瓜路程远、运费偏
高从而拉高价格。受运费和顾客需
求的影响，西瓜的价格价格将很难
再跌破1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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