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大闸闸蟹蟹未未开开捕捕，，销销量量已已走走俏俏
价格虽涨却难挡市民尝鲜热情，大闸蟹抢占中秋礼品市场

本报 9月 16日讯 (记者 冯
琳 ) 由于去年中秋节来得早，
大部分地区大闸蟹尚未开捕，
导 致 市 民 中 秋 餐 桌 无 缘 大 闸
蟹。今年中秋，大闸蟹能赶在节
前开捕，市民可以一饱口福。目
前大闸蟹尚未开捕，已有不少
市民提前订购。商家预计今年
大闸蟹价格会比去年稍涨，中
秋节前后半个月销量能与平日

一个季度销量持平。
统一路一家大闸蟹专卖店

目前只摆放了几个样品。该店
苗经理介绍，大闸蟹要 20 日才
开捕，目前预订情况比较理想，
订购大闸蟹的用户中，自己食
用与送礼基本各占一半。礼盒
价格不等，暂定为 2 9 8 元、3 8 0
元、580元、880元……市民自己
食用多数订购298元的礼盒，送

礼 的 则 多 订 购 价 位 稍 高 的 礼
盒。这些标价是票面价格，预计
提货时会稍打折扣，但最终定
价目前尚不能确定。

此外，记者走访市区几家
大闸蟹专卖店，店员表示，由于
去年南方蟹农在投放蟹苗时投
放得较为密集，今年大闸蟹比
去年同期略小，所以同等大小
的大闸蟹今年预计比去年同期

价格稍涨。但由于近几年市场
总体呈低迷趋势，预计涨幅不
大，个头小的大闸蟹预计不会
涨价，个头大的大闸蟹每只预
计涨价几元，一只涨价不会超
过10元。

价格虽有所上涨，但市民
订货热情并未吓退，反而比往
常 年 更 高。分析原因，店员们
说，如今中秋访亲朋好友，大家

有更多选择，月饼已经不是唯
一选择，大家在选择中秋礼品
时更多元化。同时，多家大闸蟹
专卖店店主及店员表示，今年
中秋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大闸
蟹的销量预计会占到全年销量
的四分之一，中秋市场是大闸
蟹销售全年最大的市场，各店
家会通过多种方式揽客，掘金
中秋礼品市场。

百姓课堂

教你健康育婴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陈乃
彰 通讯员 周红波) 日前，记
者从市图书馆了解到，9月19日
(周六)上午9：30，“百姓课堂”将
邀请资深妇幼健康管理师李秋雯
公益讲座《宝宝快乐吃饭学》，告
诉家长们怎样让宝宝吃得营养又
健康。

讲座将针对 0到 3岁小宝宝
的营养需求，指导家长做好宝宝
辅食和营养餐，小宝宝们吃得营
养、健康，身体自然好，抵抗力就
会强，从而达到少生病甚至不生
病的目的。

本次讲座为公益讲座，免费
入场。感兴趣的市民请于9月19
日(周六)上午9：30前到威海文化
艺术中心二楼报告厅。

绿绿色色
心心情情

日前，威海古寨中学为全
校近二百名教师精心挑选了小
盆栽，放置办公室内，让每位教
师心情愉悦。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孙妮静 摄影报道

刘公岛旅游船

班次调整

本报 9月 16日讯 (记者 冯
琳) 目前，受白昼时间变短等因
素影响，刘公岛景区旅游船执行
新运营时间。

刘公岛景区旅游船运营时间
调整为：早上交通班船、售票时间
为7:30，进岛末班船为15:30，出
岛末班船为17:30。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刘
洁) 19日全国科普日，山东大学
(威海)将举办“2015—国际光
年—宇宙之光”系列天文科普活
动，天文与光学科普趣味实验、
天文望远镜观测与展示、天文科
普体验课等多样活动将免费为
您科普天文知识。

19日(周六)9:00至17:00在山

大(威海)蒙牛广场举行“宇宙之
光”天文科普嘉年华，现场观众
可参与天文与光学科普趣味实
验、有奖互动游戏，用天文望远
镜观测太阳黑子等。

20日(周日)上午9:30至12:
00、14:00至16:30将在林海公园
LEAP教育中心及附近进行天文
科普体验课、(体验课需预约，联

系电话18766311081)、观测太阳
黑子及天文望远镜展示介绍以
及天文科普知识展板展示等。21
日19:30、23日19:30在山大(威海)
分别有“天文望远镜知识与数码
摄影基础”、“地外生命与文明的
探索”两场科普讲座。详情可关
注山大(威海)天文台官方网站。

另外，山大（威海）天文台下

半年开放计划已发布，10月11
日、10月24日、11月7日、11月21
日天文台将免费开放供市民观
测太阳黑子、日珥、月球等，天文
台工作人员提醒，该计划会有调
整，请市民随时留意天文台网站
最新的活动安排与变化通知，
2016年上半年(3月—6月)开放
计划将于2016年2月底发布。

1199日日山山大大天天文文台台免免费费为为您您科科普普

乳山河大桥施工

注意绕行

本报 9月 16日讯 (记者 冯
琳) 即日起，威青高速乳山河大
桥开始维修加固施工，过往车辆
请减速慢行。

威青高速乳山河大桥维修加
固工程9月16日开工，预计完工
工期为2016年1月31日。施工会
对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过往
车辆需减速慢行。此外，大型车辆
及载重车辆需要绕行。从威海至
青岛方向大大型车辆可选择在乳
山东收费站及乳山收费站绕至乳
山西或留格庄；从青岛开往威海
方向的大型车辆可在留格庄、乳
山西绕行至乳山或乳山东。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倪震 ) 今年
起，威海取消了档案保管费，但
随之而来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问题也不少。16日，记者从
威海市人社局获悉，根据省委组
织部、省人社厅等六部门联合制
定出台的《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今后，流动人员人
事档案原则上实行属地化管理。

2014年12月，收取了多年的
档案保管费被取消，威海市从
2015年1月1日起也取消了这一

收费项目。针对档案管理费取消
后，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面临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出台的

《意见》规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具体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共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授权的单
位管理，其他单位未经授权不得
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严禁个
人保管本人或他人档案。

取消收费后，各级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机构会不会不愿
存档而出现“推诿”、“拒收”现
象？对此，《意见》规定，对2014年

12月31日以前的欠缴费用，由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机构进
行追缴，存档单位和流动人员
应予配合。同时，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机构不得拒收符合存
档政策以及按照有关政策规定
转来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对
于材料不齐全或不清楚、手续
不完备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档案接收单位应要求原管理单
位补齐或核查清楚。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管理机构现存人事档
案，除存档单位或流动人员本
人主动要求转出的外，不得强

制要求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
进行转出。

《意见》还对“自费出国留
学人员”、“自由职业或灵活就
业人员”、“开除的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及中专毕业生”等多种情
况人员的人事档案作出相应规
定。另外，除按属地化管理以外
的其他情形的人事档案，由流
动人员或存档单位自主选择托
管机构，相应的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机构应免费接收管
理。

今今后后流流动动人人员员人人事事档档案案属属地地化化管管理理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许彬) 在威海
创(领)办企业或与本地企业签
订 3年以上劳动关系合同的博
士，快来申请政府津贴。即日
起，威海组织开展2015年“企业
博士聚集计划”政府津贴申报
工作，入选博士每人每月发放
2000元政府津贴，最长不超过
36个月。申报工作截止至10月
15日，逾期不再受理。

此次申报“企业博士聚集

计划”政府津贴的博士，应经过
全日制的学习教育，取得国家
承认的博士毕业证书和博士学
位证书。具体包括两类人员，自
主创业类，即2011年1月1日以
后在威海市创(领)办企业，已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的
博士，个人出资额应不不低于
注册资本的25%。单独以工业产
权、专有技术入股的，出资额应
不低于注册资本的10%；企业创
新类，即2011年1月1日以后在

威海市企业工作，与企业签订3
年以上劳动关系合同的博士。

据威海市人社局工作人员
介绍，博士申请政府津贴，须由
企业向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提出申请，市直企业直
接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
请。入选“企业博士聚集计划”
的博士，自博士到企业工作，或
企业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
次月起，按实际工作时间，每人
每月发放2000元政府津贴，最

长不超过36个月。政府津贴由
各级人社部门按年度发放，所
需资金由同级财政负担。

即日起，2015年“企业博士
聚集计划”政府津贴开始申请，
时间截止至10月15日，逾期不
再受理。已获评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省“泰山学者”和市人
才项目产业工程特聘专家等人
才荣誉并获得各级财政资金支
持的博士，不重复享受“企业博
士聚集计划”的资金资助。

在在威威创创业业就就业业博博士士来来领领津津贴贴啦啦
每人每月发放2000元政府津贴，最长不超过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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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电价小知识

2012年7月1日起，根据国家
发改委和山东省物价局的相关要
求，山东省开始试行居民阶梯电
价，2014年7月1日起进入正式实
施阶段。有多个房产证明(宅基地
证)的住宅，且共同使用一块电能
表的，认定为合表居民客户，合表
居民用户暂不实行阶梯电价政
策，2015年7月1日抄见电量起，合
表用电价格每千瓦时上涨0 . 0081

元，即低压用电每千瓦时 0 . 5 55

元，高压用电每千瓦时0 . 501元。
记者 许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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