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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冯
琳 ) 近日，威海1—7月份利用
外资情况出炉，全市利用外资
形式良好，其中，合同韩资及实
际韩资利用都有大幅增长。受
中韩自贸区影响，今年1—7月
份，威海新批46个韩资项目，比
去年同期同比增39 . 4% 。

总体来看，1—7月份，威海
利用外资形势良好，新批项目
个数大幅增长。新批外资项目
共85个，其中总投资过千万美
元项目18个，主要有：荣成创裕
生态科技(总投资8170万美元)、

荣成马山岛国际度假村有限公
司(总投资6000万美元)、文登港
鑫贸易有限公司(总投资3000万
美元)等。增资项目56个，其中总
投资过千万美元项目11个，主
要有：荣成高丽钢线 (总投资
8460万美元)、威高医用制品材
料(总投资8068万美元)、经区世
一电子(总投资5100万美元)、乳
山美华食品(总投资3000万美
元)等。

同时，借势中韩自贸地方合
作示范，威海利用韩国投资快速
增长。1—7月份，新批韩资项目

46个，同比增长39 . 4%；合同外资
21991万美元，同比增长37 . 6%；
实际外资15307万美元，同比增
长30 . 7%。主要新批项目有：荣成
马山岛国际度假村有限公司(总
投资6000万美元)、荣成百纳生物
科技项目(总投资1500万美元)、
临港区卡尔斯机械项目(总投资
1200万美元)、斯卡贝拉贸易项目
(总投资1000万美元)等。主要到
账项目有：荣成高丽钢线项目到
账3500万美元、威海世一电子项
目到账1317万美元、荣成百纳生
物科技项目到账1020万美元、荣

成启硕设备制造项目到账980万
美元。

此外，1—7月份，威海利用
外资初步呈现市场多元趋势。
亚洲仍是威海主要外资来源
地。亚洲国家和地区到账外资
5 . 8亿美元，占全市的90 . 4%，其
中：香港到账3 . 5亿美元、占比
54%；韩国到账1 . 5亿美元、占比
23 . 9%；日本到账3380万美元、
占比5 . 3%。另外，美国到账5186
万美元、占比8 . 1%；欧洲国家到
账956万美元、占比1 . 5%，澳大
利亚等国到资17万美元。

南海新区举行

舞蹈文化艺术节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刘昌勇) 日前，在
威海南海新区福地传奇水上乐
园，威海国际舞蹈文化艺术节拉
开帷幕。来自全国7个省、16支参
赛代表队、500余名参赛选手竞技
角逐。

现场，民族舞、拉丁舞、爵士
舞等多个舞种在舞台上竞相上
演，500余名选手在水上乐园中心
舞台上尽展舞技,古筝、二胡、琵
琶等中国古典乐器演奏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

听听老老兵兵
讲讲故故事事
近日，环翠楼街道办胜利社

区开展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当日，在二
轻幼儿园内，30余名小朋友认真
地听着抗战老兵孔庆贵讲抗战
故事。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文登首审理行政

负责人应诉案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刘洁
通讯员 于向华 时巾雁 )

近日，文登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原告威海博力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诉被告荣成市人民政府、
第三人荣成市三鑫五交化有限公
司土地行政登记一案。该案是新
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文登区人民法
院首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的行政案件。

文登法院受理该案后，在向
被诉行政机关送达应诉通知书的
同时，向被告送达了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通过庭前
积极沟通和协调，确定了开庭时
间，荣成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昌
松出庭应诉。文登区人民法院行
政庭庭长于青介绍，这是新《行政
诉讼法》5月1日实施之后第一起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对
法律的尊重，也是对原告的尊重。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利
于行政争议的解决，有利于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当天部分群
众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旁听了庭
审全过程。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李钟芸 ) 日
前，荣成举办第七届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活动周，来自全
国互联网电商领域专家、高校
院所专家、省内海带品牌企业
负责人等约3 3 0人参加。据了
解，这是该市连续7年举办该
项活动。

近年来，荣成市大力实施
“科技兴荣”战略，通过科技夯
实发展根基，助推荣成转型升
级。荣成市不遗余力的搭建产
学研合作平台，连续举办 7届
山东荣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活动周和 3届“百家企业
院所行”以及“院士荣成行”等
系列活动。同时，荣成承办造

船、汽车、医药保健食品三个
全国性高峰论坛，每年举办海
洋食品及生物技术、汽车及机
械、修造船及零部件、企业投
融资四个产业对接会，邀请70
多家高校院所、企业投融资机
构和行业协会近200多名专家
领导出席，达成产学研合作协
议、意向310个，其中210多个

项目进入了中试和产业化阶
段。

活动周期间，荣成还将举
行海洋生物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海洋食品及生物产业技术
对接会、海洋装备与机械制造
产业技术对接会，为企业和高
校科研院所搭建对接产学研合
作平台。

荣荣成成连连办办七七届届科科技技周周谋谋创创新新
第七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活动周启动

荣成清除27处

非公路标志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冯琳
通讯员 冷文桥) 近日，荣成

公路局开始清理非公路标志，截
至目前，共清理27块非公路标志，
有效净化了路容路貌。

近几年来，随着公路沿线市
场经济意识的提升，各种特色采
摘农业园、商贸物流园、工业加工
园区快速崛起，个别商家为扩大
企业及产品知名度，未经公路部
门许可私自在公路两侧建筑控制
区内设立非公路标志，不仅破坏
路面路基等公路设施，也遮挡干
扰公路标志的正常使用，给交通
安全带来较大隐患。为此，荣成公
路局开展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
清理私设非公路标志27处，粉刷
乱画乱挂广告标语13处280平方
米，有效净化了路容路貌。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张龙涛 ) “同
样的缴纳工伤保险，为什么别
人受了工伤你们社保中心支付
医药费，而我就不可以？”16日，
文登区社保中心大厅内，受伤
职工丛先生带着不解来到了工
伤科窗口，询问为什么自己的
工伤医药费不给支付。

原来，半年前，文登奥文电
机职工丛先生在单位车间内操
作机器时，不慎被机器打伤左

手。单位得知此事后，在准备办
理工伤申请时，因为必要手续
中少了住院病历，单位就想等
丛先生出院后拿到主要病历再
申请，没想到一等就是32天，超
过单位应申请工伤时限两天。
社保中心工伤科工作人员告诉
丛先生，因为晚了两天，原本应
该社保中心支付的医疗费用转
移到了单位支付。

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工
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

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
病防治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
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
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
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工伤
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
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

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市民丛先生的用人单位没

有在规定时间内向社保行政部
门提出丛先生的工伤认定申
请，也没有申请延长时限，所以
丛先生这期间的医药费要用人
单位自行承担。经过社保中心
工作人员的耐心解释，市民丛
先生表示理解与赞同。当社保
中心把这一决定通知奥文电机
时，工作人员表示愿意承担丛
先生的医药费。

交交了了社社保保，，咋咋没没享享工工伤伤待待遇遇？？
原来企业递申请晚了两天，单位须承担员工费用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许
君丽) 为适应威海市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与服务的发展，方便
残疾儿童就近就便进行康复训
练，9月初，威海将在全市开展
肢体残疾、智力残疾、孤独症儿
童康复救助市级项目准入机构
评审工作。

此次评审范围为威海市辖
区内新增的肢体残疾、智力残

疾、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经自
查和区市残联初评达到60分以
上。已通过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评审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确定
的机构不需再次参评可直接认
定为准入机构。评审依据省康
复办《山东省肢体残疾、智力残
疾和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建设
规范(试行)》和《山东省肢体残
疾、智力残疾和孤独症儿童康

复机构评审方案(试行)》。
届时，根据各区市、开发区

残联上报的材料，市残联将组织
市级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评审专
家组进行现场评审。评审工作流
程包括：听取机构自评报告、现
场答疑、查阅档案、实地考察、访
谈教师和家长、情况反馈。专家
评分后形成评审意见，审定结果
向各区市、开发区残联通报。各

区市、开发区残联要高度重视救
助项目准入机构评审工作，公开
评审标准，严格按照申报程序对
申报机构进行现场审核初评，初
评工作要于8月25日前完成。市
残联对通过复审确定为救助项
目准入机构的单位予以公布。对
在申报中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
将取消评审资格。详情参见威海
市残联官方网站通知。

威威海海将将评评审审残残疾疾儿儿童童康康复复机机构构
初评将在8月25日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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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应韩国富川市市长邀
请，威海市文广新局组织动漫企
业代表，到韩国富川、首尔衿川区
进行了访问，参加了第18届富川
国际漫画节开幕活动、全球漫画
城市研讨会，参观了韩国漫画博
物馆和漫画企业，并相互交流了
中韩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龙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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