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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荣成成全全域域大大公公交交调调整整
新增两条线路，新增18处、挪动2处站点，八班公交发车时间调整

本报 8 月 2 6 日讯 (记者
冯琳 通讯员 王云峰 ) 26
日 ，荣 成 新 增 2 2 5 、2 2 6 路公
交，一班公交改线。8班公交调
整发车时间，同时新增18处公
交站点，方便居民等车。

此次班次调整，荣成公交
原 256路(前长湾-南板石-荫
子)调整为 224 路(前长湾-荣
成)，新线路途经姜家泊、韩家

地、南板石、店子泊、前荫子夼、
荫子、城西至荣成，共 1 部车；
新增225路(赵家-荣成)，新线
路途经黄家楼、大黄家、小黄
家、西北山、东北山、竹村、寻山
至荣成，共 1部车；新增 226路
(前长湾-前青顶-荣成)，途经
姜家泊、西板石、东板石、前青
顶、雨夼沟、前荫子夼、荫子、城
西至荣成，共1部车。

201、202、203、204、216、
2 2 4、2 2 5、2 2 6 路公交早班车
调整，市民乘坐时应注意。

为方便荣成市民乘车，荣
成公交新增荣成夏庄东藏村、
大横山后、毛家庵、寻山街道
寻山医院、褚家、西北山、东北
山、成山镇小石家泊、小岗南
头、第十八中、龙须农行站点。
恢复俚岛北家家悦，崖西镇崖

西交通管理所、后高家、前高
家、小山口站点，港西镇芹夼
站 点 ，荣 成 城 区 医 院 东 门 站
点。

此外，2处站点位置调整，
分别为：荣成荫子镇耩上岳家
站点挪移至该村西省道908路
东、荣成龙须瓦房庄北站点挪
至小西庄站棚路南对面，改为
小西庄站点。

因修路

47路临时改线

本报 8月 26日讯 (记者 冯
琳) 古寨南路、万宁街交汇处热
电管道施工，即日起47路公交车
临时改线。

临时改线时间为8月26日至
9月20日，47路公交车临时调整
部分运行路线：调整后，由家家悦
金猴购物广场始发车辆不停靠万
家疃站点；由绿洲新城始发车辆
不停靠万家疃、昌隆生活小区两
个站点。

防防虫虫害害
26日，高区园林部门工作

人员用远程喷雾炮对主次干道
树木、绿化带、景点绿地喷药防
虫。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中中秋秋尚尚远远，，散散装装月月饼饼已已打打折折促促销销

威海市高区国税局坚持严字当头

强化作风建设

一是教育上从严要求。开
展析案反思教育，以反面典型
案例为鉴，结合学习省局创办
的《来自判决书的启示》和“图
说规矩”等栏目，从案例中剖析
原因，教育启迪干部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
对学习心得进行征文比赛，全
体干部积极参加，精心挑选出
15篇张贴到《学习园地》与大
家共勉。二是制度上从严规范。
结合实际，制定了落实转变工
作作风、严肃工作纪律“十项禁
令”等多项规章制度，从严禁公

车私用，工作日早午餐饮酒，上
下班迟到早退、串岗、离岗、上
网聊天、看电影、办私事以及厉
行勤俭节约等 10个方面做出
详细明确的规定要求。三是监
督上从严落实。成立督导检查
组，通过现场督导、视频非现场
检查、暗访、下发整改通报等手
段，强化日常监督，推动干部职
工转变工作作风，切实提升工
作水平。今年来，已开展督导检
查 4次，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
行了通报、整改。

(通讯员 毕淑美）

市图书馆推出

免费国学课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周红波 ) 记者从
市图书馆了解到，为最大限度满
足公众对国学知识的需要，市图
书馆尼山书院面向全市推出日常
性传统文化课程，所有课程免费
对外开放，即日起接受报名。

威海图书馆积极探索“尼山书
院”服务新模式，在现有国学文献
馆藏资源的基础上，继续充实和丰
富国学典籍，最大限度满足公众对
国学知识的需要，在原有每周六、
周日《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等七项
活动基础上，现又成立尼山书院国
学团，定期举办国学公益讲座，同
时面向全市免费推出国学经典诵
读班、软笔、硬笔书法公益学习辅
导班，开设古琴、剪纸、茶艺、插花
等日常性传统文化课程，所有课程
全部免费对外开放。

具体课程安排请登陆威海图
书馆网站(www.whlib.com)查询，
咨询电话：15065122717。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冯琳
实习生 张雅馨) 距中秋节

还有一个月，礼盒月饼未上市，
已被散装月饼抢了风头，各超市
已开始促销散装月饼。

26日，纪念路一家超市内，
散装月饼摆了满满一排货架，榴
莲馅、椰奶馅、巧克力馅、水果
馅，丰富多样，价格在10余元/斤

-40元/斤。尽管距中秋还有1个
月时间，超市已开始促销，原价
50余元一斤的月饼促销价不到
40元，20余元一斤的促销价仅10
余元。

促销散装月饼的商家不在
少数。26日，文化西路一超市内，
货架上也摆满各式各样的散装
月饼。该超市散装月饼的价格在

14 . 9元/斤至29 . 9元/斤之间，在
文化西路另一家超市内，手工月
饼占主流，价格为9元/个。超市
内部糕点坊的工作人员表示，手
工月饼提供定制服务，顾客可根
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提前预定。
文化路上的另一家超市负责人
透露，28日，该超市的月饼会打
折促销，“力度较大”。

与散装月饼高调促销相
比，礼盒月饼则知趣而退。近几
日，不少超市的礼盒月饼已经
到货，却没有上架。“散装月饼
销量不错，盒装月饼昨天刚到
货，近期会上架。”文化西路一
超市服务人员称，届时将是一
场“高价精美”与“平价朴素”之
争。

国国际际慈慈善善基基金金资资助助1100名名本本科科新新生生
每人每年5千元，此前已资助三批共30人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王文娜 ) 26
日，威海国际慈善爱心基金助学
金发放仪式暨受助大学生座谈
会在市慈善总会举行。今年，该
爱心基金支出20万元再次资助

10名困难高考本科新生，每人
每学期间 5000元，连续资助 4
年。

威海国际公司和市慈善总
会联合开展的困难高考新生救
助项目，针对具有威海市农村户

口、市直高中以外，学习成绩优
秀、无违法违纪行为、家庭生活
困难的本科新生。基金2012年
设立，已连续三次全程资助30
名本科新生，这次又支出20万
元资助第四批共10名困难本科

新生。
截至目前，市慈善总会共设

冠 名 基 金 3 2 个 ，基 金 总 额
403 . 35万元，其中，“威海国际
慈善爱心基金”150 . 18万元，是
目前数额最大的一笔。

东方福爱心联盟助学21名学子
与乳山俩村结对，今后将长期帮扶两村学生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刘
洁) 25日，威海东方福爱心联
盟十组的 22位爱心企业家及
代表，带着42500元助学款到
乳山市诸往镇西尚山村，助学
西尚山村、石硼村21名学生。
企业家还与这两个村结成对
子，今后将长期资助两村学生。

西尚山村、下石硼村地处
马石山周边。25日上午，东方

福爱心联盟十组的爱心企业家
为两村全部 21名学生赠送助
学金，其中幼儿园、小学、初中
组12名，每人1000元；高中组4
人，每人2000元；大学组5人，
每人4500元。两村21名学生合
计领取爱心款42500元。

西尚山村民王守浩激动地
说 ，“ 两 个 孩 子 上 大 学 一 人
5000元学费有着落了”。勤劳

朴实的王守浩培养了三个大学
生，大女儿今年研究生毕业，另
两个小女儿今年同时考上山东
科技大学。当天，王家两个小女
儿分别领到了4500元。

爱心联盟十组组长毕雪梅
介绍，十组22位企业家计划长
期帮扶这两个村，资助两村所
有学生完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
学业，一批一批传承下去。

13个项目获技改

贷款贴息3千万元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于淑华 ) 从市财
政局获悉，13个威海工业或物流
项目纳入2015年全省“转方式调
结构”重点行业升级改造项目贷
款财政贴息范围，省财政厅拨付
扶持金3292万元，项目数、资金
数均居全省首列。

其中包括机械制造、纺织服
装传统产业项目3个，新材料及
制品、新医药及医疗器械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7个，冷链物流产
业项目3个。

13个项目总投资预计47亿
元，已完成投资19亿元。

为有效防治大气污染，威海市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保障大气污
染防治稳定的资金来源。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细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等考
核指标均在全省名列第一。 通讯员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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