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威海海查查处处22330000余余千千克克过过期期羊羊肉肉
未流入市场，部分销毁，部分销往养貂企业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李彦
慧 通讯员 都兴龙) 日前，威
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一生产
企业查获2377 . 5公斤过期羊肉。
经查，该批羊肉未进入流通销售
环节，目前已被依法处理。

记者从13日召开的威海羊肉
及其制品整治调度会上获悉，该
批过期羊肉的生产厂家已经停

产。威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
排查羊肉生产厂家时发现，该批
羊肉为某羊肉卷生产企业停产后
的产品，储存时间超过保质期。经
查，该批羊肉未流入市场。厂家将
其中1850公斤过期羊肉销售给文
登一家养貂企业，剩余527 . 5公斤
过期羊肉，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
依法销毁。文登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工作人员随后检查其所销
往的文登某貂厂，确定该批羊肉
不会流入市场。

威海食药监局工作人员介
绍，自开展羊肉及其制品专项整
治行动以来，全市在流动环节已
检查羊肉经营单位248家，摸清了
各辖区羊肉及其制品各类销售业
态数量、销售者仓库、冷库数量、

进货来源等情况，检查了237家火
锅店、38家自助餐厅、209家烧烤
店及396家其他餐饮单位。文登食
药监局查处2起没有检验检疫证
明的羊肉销售商家，对其依法处
理，经检验所销售羊肉质量没有
问题。

环翠区食药监管局温泉批发
市场中队对市场内13家羊肉经营

业户实行每日巡查制，同时对2批
次羊脸和羊腿肉进行了抽检，未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检验结果均
为合格；查处2家火锅店只有检验
检疫证明而未能提供羊肉制品的
采购单据和厂家资质证明文件，
环翠区食药监管局工作人员当场
扣押其羊肉制品(羊肉卷)6斤，并
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万余册慈善书

赠学校和图书室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许君
丽 通讯员 王文娜 林伟强 )

13日，由威海市慈善总会开展
的图书捐赠活动在草庙子小学举
行。仪式上，价值 5 1 万余元的
11661册正版图书被赠送给威海
市9所中小学图书室和1所面向基
层的镇办图书室。

威海市慈善总会积极沟通中
华慈善总会，争取到由中国法学
交流基金会和北京水墨云舒文化
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实施的“同心
书屋”项目捐赠图书11661册，总
价51万余元，首期捐赠给威海市9
家学校和1家基层图书室。所赠图
书由“同心书屋”募集提供，市慈
善总会承担运费后免费捐赠给基
层公共图书室。

雪雪飘飘来来
13日最低气温降至-5℃。当

天下午市区冬雪飘落，近两天的
寒风让出行市民体验到寒冬的
滋味。14日，天气放晴，温度为-
3℃～3℃，请出行市民注意保
暖。

本报记者 王震 摄影报道

文登新添一名

省首席技师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许君丽
通讯员 顾旭 王程波 ) 日

前，省政府办公厅公布2015年度省
首席技师名单，文登威力工具集团
有限公司职工王刚榜上有名，成为
文登区第6名“省首席技师”。

“山东省首席技师”每年选拔
100名，入选的省首席技师管理期
限为4年，管理期内每人每月享受
1000元的政府津贴，名单纳入山
东省高层次人才库。另外，根据文
登区去年新出台的英才计划相关
奖励规定，获评山东省首席技师
后，文登区政府还将一次性给予5
万元奖励。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李
彦慧 通讯员 张亮 郑俊丽)

入境快件中毛绒玩偶被查含
有大量杂草种子及有害生物，
日前，威海检验检疫局对这批
货值34万韩币的快件退运。

威海检验检疫局在入境快
件中截获45只内部填充物为小
麦的毛绒玩偶，经实验室检疫，
检出挨节落、大紫草、野燕麦、

茜草、野油菜等大量外来杂草
种子，其中，挨节落为我国检疫
性有害生物。这是威海检验检
疫局首次检出该类检疫性有害
生物。根据相关规定，该批玩偶
内含种子，且未能提供检疫审
批许可文件，检验检疫人员已
对该货值34万韩币快件实施了
退运处理。

威海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

介绍，该批毛绒玩偶的内里填充
物主要是小麦种子，经发芽实
验，发芽率在90%以上。“麦子玩
偶”用微波炉加热后，可做暖手
宝使用，而且麦子中添加了精
油，加热后有一定香味。这些玩
偶形象可爱，因此该系列产品成
为热销品，吸引了很多消费者从
国外携带或在网上代购。

但是，未经检疫审批的种

子、种苗一旦入境，存在外来物
种入侵和病虫害传入的风险，
可能对我国农林生产和生态环
境产生破坏性的危害。威海检
验检疫局提醒消费者，不要从
国外邮寄未经检疫审批的内含
植物种子的玩偶，以保护我国
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人民身
体健康安全，同时避免个人遭
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买代购玩偶得注意啦

入入境境““麦麦子子玩玩偶偶””查查出出有有害害生生物物

加强风险管理

本报1月13日讯(通讯员 崔嘉
伟 ) 环翠国税建立数据采集体
系，确保数据采集内容与税收管理
相吻合，提高内外部信息互换的效
率，保障信息及时更新；同时构建
合理的监督体系，在事前参与、事
中跟进、事后复核等环节做到适时
跟进，有问题及时反馈、及时处理，
并对应用指标进行有效分析，通过
对数据的综合分析改变以往数据
分析不够全面的情况，有效提高风
险管理的质量和水平。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陈
乃彰 ) 日前，记者从市海洋与
渔业局了解到，经过严格推荐
评审，确定了荣成湾现代渔业
综合园区、西霞口休闲渔业园
区等50处现代渔业园区，进行
重点扶持，推动威海现代渔业
经济发展。

市海洋与渔业局从选址条

件、工作基础、建设规模、建设
标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等多方面制定了每种类
型园区的创建标准，最终确定
了市级现代渔业园区名单。50
处园区共涵盖了综合园区、休
闲渔业、海洋生物制品、海洋牧
场、工厂化养殖、标准化池塘养
殖和渔港经济七大类。其中，综

合园区至少涉及了3个以上产
业类别。

下一步，市海洋与渔业局
将优先向纳入市级现代渔业园
区的单位倾斜，对纳入市级及
以上现代渔业园区的建设单
位，凡出现水产品质量安全等
事故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环境
评级不达标、建设工作缓慢滞

后的，取消其建设单位资格。同
时，渔业部门将加快提升园区
规模，鼓励园区积极吸纳周边
规模化骨干企业、专业合作社、
成长性企业和养殖大户等渔业
经营主体参加园区建设，加快
达到省级及以上园区标准，确
保将现代渔业园区打造成为威
海市现代渔业发展的核心区。

威威海海5500处处市市级级渔渔业业园园区区出出炉炉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李
彦慧 通讯员 冯慧颖 ) 1月
11日至12日，威海市领导率团
赴韩国开展经贸促进活动。11
日，威海市与仁川广域市共同
签署两市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
展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协议商定，两市在电子商
务平台搭建、物流仓储、企业培
育等领域开展合作。1月11日，
威海市领导会见了仁川广域市

市领导，双方就加强合作，共同
推动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
示范区建设进行了深入交流。
双方讨论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
关系、共建中韩合作产业园、加
强电子商务合作、争取先行先
试政策，希望共同做好中韩自
贸区背景下的地方自选动作。

1月1 2日，中韩合作产业
园推介会在韩国仁川广域市的
仁川·威海馆举办。韩国政界、

商界代表近百人参加推介会。
会议推荐了作为中韩自贸区地
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的重点
区域南海新区。南海新区将推
动投融资便利化方面开展积极
探索，承接韩国优质产业项目
入驻，在中韩影音文化交流、
中韩美丽产业合作、中韩科技
孵化创新等方面促进积极合
作。

推介会期间，威海市商务

局与韩中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促
进中韩5个项目合作。韩国DK集
团投资的锂电池项目、韩国最
大的中小企业仁川大周·KC集
团投资的双重预制保温管项
目、韩国大元电线株式会社投
资的电力电缆项目、韩国New
healing ENT投资的电商海外
仓项目、韩国普乐斯ENC投资
的环保装备产业园与南海新区
签署了合作协议。

威威海海与与仁仁川川签签署署促促电电商商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仁川·威海馆中韩合作产业园推介会签约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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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出口退税升级

本报1月13日讯(通讯员 崔嘉
伟) 环翠国税局加大出口退免税
重点项目监督监控，积极认真开展

《退免税规范1 . 0》的组织落实工
作，完成征退一体管理模式运行。
去年共完成审核生产性出口企业
免抵退总额153718万元，审核外贸
出口企业应退税额105817万元。该
局创新以征退一体化职级提高出
口退税质效防范风险，通过优化机
构设置，整合部门职责，实行责任
分解落实，形成制约监督。


	W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