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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柴峰峰公公租租房房敲敲定定首首批批选选房房顺顺序序
三批共申请247户，还剩49套房能继续申请

本报 11月 16日讯 (记者
李彦慧 通讯员 赵鑫 ) 16
日，柴峰小区公租房首批43户
申请人公开抽签，确定选房顺
序。17日、18日两天，剩余两批
的申请人将依次抽签。截至目
前，该批296套公租房共有247
人申请，剩余房源仍可继续报
名。

16日上午，首批获得配租
资格的申请人，采用抽签的方

式确定选房顺序。该批配租对
象共43户，为县级以上劳动模
范、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孤老病残人员和符
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
柴峰小区公租房分三批配租，
第一批配租对象在 1 6 日确定
选房顺序后，第二批将于11月
17日上午 9时抽签，配租对象
为新就业大学生；第三批将11
月 1 8 日上午 9 时进行电脑摇

号，配租对象为外来务工人员
和其他住房困难家庭。

目前，三批获得资格的配
租对象分别为43户、27户、173
户。因前两批人数较少，采用
公开抽签的方式确定选房顺
序 ，第 三 批 则 将 进 行 电 脑 摇
号。确定选房顺序后，威海市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网
站将向社会公示认租人员名
单、选房顺序。公示期10天，即

11月19日至11月28日。对公示
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认租家
庭，安排选房和签订租赁合同、
物业服务协议，缴纳租金、物业
服务费、电梯费等费用。

威海市经济适用房开发
中心负责人介绍，这三批 2 4 7
户申请人选房之后，该批公租
房还剩余49套房源可供申请，
市民可继续报名，剩余房源将
按照报名顺序选房。

鲁绣精品展开放

至明年1月12日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龙国栋 ) 为了
让文物在保护和利用中“活”起
来，威海市博物馆将于 11月 17
日— 2016年 1月 12日在博物馆
多功能厅 ,举办“山东博物馆鲁
绣精品展”。

鲁绣，是山东地区的代表性
刺绣，是历史文献中记载最早的
一个绣种，为中国“八大名绣”之
一。

作为“山东博物馆鲁绣精品
展”全省巡展的第一站，威海站
从山东博物馆收藏的鲁绣藏品
中撷取精品，呈现给市民。绣师
们以针代笔，以线为色，将画理
与绣理融于一体，灵活运用各种
针法技巧，创作出精妙绝伦、栩
栩如生的刺绣精品，让市民在一
睹鲁绣风韵的同时，领略齐鲁文
化的悠远深博。

此次展览位于文化艺术中
心三楼威海市博物馆，开放时间
为上午 9 : 0 0 — 1 1 : 3 0，下午 1 3 :
30—16:30，每周一闭馆。

市民网周岁生日

推出系列活动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王
震 ) 威海市民网自去年上线，
截至目前已上线服务 1 5 0 0 余
项，覆盖出行、医疗、住房、婚育、
旅游等 14 大领域，成为市民不
可或缺的智慧生活小助手。日
前，市民网迎来了一周岁生日，
为市民奉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和
奖品。

威海市民网涵盖政务、公共
和便民服务三大领域，包括政民
互动、证照办理、婚姻家庭、教育
就业、医疗保障、交通出行、居家
养老、经营纳税、旅游休闲、农业
科技、市民办事、网络空间等26
类主题。

在一周岁之际，威海市民网
推出一系列的感恩活动，为市民
献上缤纷大礼。

感恩活动包括“最动人背
影”摄影大赛、全市最牛服务达
人评选、微信注册送红包、呼朋
唤友送现金、关爱老人送祝福、
宣讲体验之旅、互联网+创业创
新大赛和一周年庆典晚会等。

市民想要了解具体内容，可
登录www.whsmwy.com或关注
市民网微信(whsmwy)。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许
君丽) 市区今冬供暖工作将于
11月20日正式开始，但各个供
热企业已经提早发力，提前预
供热，供暖工作也在紧张进行
中。没交费的供暖用户可得抓
紧啦，逾期将产生滞纳金。

“前些日子房东一直在外
地出差，供暖缴费卡一直没给
我，眼看就要供暖了，我这暖气

费还没能交，不知道还来不来
得及。”这几天，租房住的市民
刘女士很心急，原来，她租住的
房子今冬想供暖，不过由于各
种原因有所拖延，她很担心耽
误供暖。刘女士拨打供热部门
热线了解到，缴费工作将持续
到11月20日，心里总算松了一
口气，表示这两天会尽快交上
取暖费。

市区今冬供暖工作将于11
月20日正式开始，但各个供热
企业 11月 7日就提前预供热，
很多市民家中已经暖和起来。
10月中旬，供暖缴费工作也启
动，通过客服中心、银行、网上
银行等方式均可缴费。随着供
暖之期临近，仍有部分市民未
交费。记者了解到，根据《威海
市城市供热管理办法》，用户应

当于每年 11月 20日前向供热
企业交纳供热费；无正当理由
逾期15日不交纳供热费的，供
热企业应当及时催交；逾期未
交纳的，按千分之一收取滞纳
金。经催交后用户仍未交纳供
热费的，供热企业可以停止供
热，直至其交纳供热费为止。如
果您家还没交供热费，可得抓
紧时间啦。

供供热热缴缴费费期期将将截截止止到到本本周周五五
逾期未交纳的，供热企业按千分之一收取滞纳金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冯
琳) 16日上午，仁川旅游推介会
在东山宾馆举办。仁川旅游局同
威海旅游协会签订合作协议，两
地就合作成立旅行社，互送客
源，共同开拓市场、营销策划和
产业投资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仁川推介会是中韩旅游年
两国之间非常重要的一项推介
活动。今年8月份，威海到仁川
举办推介会，当时威海同仁川
各旅游机构签订了4项合作协

议。相隔3个月的时间，仁川市
市长刘正福先生率领仁川涉旅
企业来威海举办推介会。刘正
福先生说，以前仁川不算威海
的旅游目的地，大部分游客去
首尔时顺便去仁川游玩，通过
此次协议，希望和威海开展更
深层次合作，仁川能成为威海
的旅游目的地。

此次仁川旅游推介会，威
海涉旅企业更好地了解仁川具
备特色的旅游资源及旅游线

路。医疗、美容、健康、查体等独
特的旅游线路受到威海多家旅
行社的青睐。威海和仁川具备
独特的合作优势和发展潜力。
威海无论是海港还是空港，航
线是最密集的，游客联系也是
最密切的。两地的旅游资源和
旅游产品既具备互补性，也具
备相似性。而仁川也计划在威
海设立专门的推介办事处。

仁川和威海游客往来密
切，2014年全年，韩国游客到威

海近40万人次，每年通过威海
口岸到韩国的游客近100万人
次。威海正在与韩国合作推进
游客通关便利化、跨境自驾游
及免费购物等程序。目前有4家
韩国旅游机构与威海商讨合作
项目。下一步，两地将加强医疗
美容合作，并打造无障碍的通
关环境，最直接受益的将是两
地市民，威海人在家门口便能
接触到韩国旅游最新业态，最
新鲜的韩流将注入威海。

威威海海、、仁仁川川签签订订旅旅游游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就两地合作旅行社及互送客源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本报11月16日讯(记者 陈
乃彰 通讯员 王波) 15日上
午，在文登文山文化市场，世界
最长的榜书书法长卷—现场认
证颁证仪式举行，李宝安创作的
2699 . 92米榜书书法长卷《唐诗
三百首》获得世界纪录协会认
证，世界纪录协会认证官向李宝
安颁发了世界纪录认证证书。

在书法中，30厘米以上的大
字都可称为榜书。李宝安先生这
次创作的榜书书法长卷宽1米，共
12000多字。李宝安说，唐诗三百
首是唐诗中的精华，以前写的都
是单幅作品，从去年十月份开始，
他就决定用榜书长卷表现出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长卷
总长2699 . 92米，较此前的世界
纪录足足长了687 . 92米。李宝
安先生这次创作的榜书书法长
卷上的字龙蛇腾跃、雄健洒脱，
大方无隅，看上去特别赏心悦
目，现场参加认证观礼的嘉宾无
不对这幅榜书长卷拍案叫绝。

22669999 .. 9922米米书书法法长长卷卷获获世世界界纪纪录录认认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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