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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威海市“工友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培训班”开班
本报威海8月8日讯(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夏丽萍) 8
月8日，威海市总工会“工友创
业助力乡村振兴培训班”开班，
从全市遴选出的17家市级工友
创业园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共
约30余名参加了首批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计划为威
海市级工友创业园提供政策、
技术、管理、融资等方面的支
持，协助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促
进工友创业园健康持续发展，
使其能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
积极作用。

当日上午9时许，首批培训
正式开始。本次课程邀请专家
前来授课，帮助工友创业园的

负责人和农民工之星解决国家
政策不明晰、管理经验缺乏等
实际问题。“在接下来的培训
中，我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增
长工作技能，珍惜市总工会提
供的学习机会，为实现乡村振
兴贡献一份力量。”参加本次培
训的宋凯表示。

据介绍，为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入实施乡村振兴重
大战略，威海市总工会在今年
年初便下发了《威海市总工会
关于开展工友创业助力乡村振
兴实施意见》。并根据山东省总
工会工作安排，围绕威海市委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威海
范例”的工作要求，在全市开展

工友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四抓
四促”活动，实施“四个一批”工
程，全面推动“工友创业”品牌
向乡村延伸，调动农业劳模、农
民工、农村转移劳动力创新创
业积极性，以实际行动助力乡
村振兴。

“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各位
工友能够深入学习，不断提升
自身能力，努力成就事业。在今
后的工作中做到依法经营、以
德经营并勇于承担责任，同时
能够立足长远、勤奋创业、不断
地实现自我，并在各自的工作
领域中继续发挥‘标杆’作用。”
威海市总工会四级调研员夏华
表示。

威海开展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
重点是落实《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

本报威海8月8日讯(记者
连宁燕) 近日，威海市印发根
治欠薪夏季行动工作方案，计划
利用1个多月的时间，对威海市
在建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进行全面清查，督促有关企
业和在建工程项目，严格落实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确保欠
薪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办结，
避免欠薪问题积压到年底，防止
出现年底“讨薪难”。

专项检查的重点对象是各
类在建工程项目及已竣工但仍
存在欠薪的工程项目。重点是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有企业
作为建设单位或施工总承包企

业的工程项目，以及有欠薪记
录的其他在建工程项目。

通过检查，一是查清欠薪
隐患苗头、查清历史欠薪案件、
查清政府工程工资支付情况，
做到国企项目欠薪案件及政府
投资工程项目欠薪案件“两清
零”。二是对按月足额支付工
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专
用账户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着力规范企业及在建工程
项目日常工资支付行为。三是
对已查办、督办结案的重大欠
薪案件进行复核，确保工资发
放到每个农民工本人，做到案
了事了。

对在检查中发现的欠薪等
违法违规行为，除依法进行处
理处罚外，还将按照《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
依法向社会公布曝光。对符合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
理办法》条件，需列入“黑名单”
的企业、在建工程项目，一律实
施联合惩戒，使欠薪者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对涉嫌以转移资
产、拒不支付、逃避检查等方式
拒不配合调查处理的责任人，
将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
罪名义移交公安司法机关立案
处理。

另外，结合本次专项行动，

还将重点对落实《山东省高温
天气劳动保护办法》情况进行
检查，严查高温天气延长户外
工作时间、不提供防暑降温措
施、不发放防暑降温费等行为。

目前，山东省防暑降温费
发放标准仍然按照2015年7月
29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调整企
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
知》(鲁人社发〔2015〕45号)执
行，该通知有效期已延长至
2021年12月31日。具体发放规
定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
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非高温
作业人员每人每月140元，共需

发放6月、7月、8月、9月4个月。
其中职工未正常出勤的，企业
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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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狂欢西霞口 清凉玩转新内容
本报威海8月8日讯 (记者

连宁燕) 烈日炎炎的夏日
也挡不住一颗想要旅行的心。
暑期已经过半，何不放下工
作，带着孩子在这热情似火的
天气里，来威海西霞口，逃离
火炉，躲进凉爽？在这里，特地
为您送上威海西霞口不远不
累不贵，百游不厌的游玩攻
略。

不同于那些城市里的动
物园，神雕山野生动物园涵盖
海陆空，囊括国宝大熊猫、长
颈鹿、金丝猴等400多种海陆
空可爱动物，原生态的生存环
境很好的保留了动物的野性，

虎啸狮吼、熊搏豹猎。还有超
多的精彩互动环节，和大象、
长颈鹿、小熊、海狮、海豹零距
离亲密接触，还有免费动感的
海豚、海狮表演也不容错过。

当然，这个夏日，可不只
让您和海陆空动物见面互动
而已，下面这些必备的新玩
法、新内容等您来解锁。今年7
月，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新开
业的金丝猴游乐场，推出了大
摆锤、碰碰车、海盗船、自控飞
机、VR体验等各种游乐互动
项目，游园的同时，还能享受
亲子游戏的乐趣。西霞口神雕
山野生动物世界的主题餐厅

和游乐场同步开业啦，孩子们
体验游乐项目的同时，爸爸妈
妈可以在主题餐厅停下脚步
休息啦。

鹦鹉亲子乐园里一群非
常粘人、喜欢嗑瓜子的小鹦
鹉，即使第一次见面，它们也
丝毫不羞涩，大胆的飞到你的
头上、胳膊上和您亲密接触。
恐龙体验馆里，陪孩子们一起
穿越到远古的侏罗纪时代，体
验穿梭于恐龙世界的神秘与
刺激。亲子温馨时光与科普学
习成长交织，简直是这个暑期
溜娃必去之处。

每天上午1 0点至下午4

点的疯狂马戏城，这里聚集
了疯狂动物城的各路精英，
在这里，他们将向大家展示
绸吊、双人太空漫步、倒立砌
砖、晃圈、凳桌子花刚、滚环、
空竹、水流星等各种绝技。每
天整点开演，每天7场，精彩
不断！

自从有了孩子，好多旅行
就成了花钱买罪受的长征体
验，怀里抱累了就肩上扛着，
根本无心看风景，在西霞口大
可不必！为了提升游客的出游
体验，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不
仅增加了很多有趣好玩的项
目，这个暑期，在动物世界，还

将享受到很多共享服务———
包括共享童车、共享储物柜
等，便利的解决您的一切后顾
之忧。除了隆霞湖景区售票处
设有一处童车取车点外，神雕
山野生动物世界童车取车点
位于博霞山庄酒店前、动物世
界入口旁自助取票厅停车场
南，成山头共享童车取车点位
于售票处停车场南、福如东海
文化区停车场东、天尽头停车
场商店旁边。共享储物柜位置
则分别设于神雕山野生动物
世界自助取票厅内和成山头
风景区售票处旁边游客休息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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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无废
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无废城市

试点威海。为加快居民对垃圾分类
的了解，8月7日，皇冠街道富港社区
开展了“垃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
境始于点滴”主题活动，居民利用废
瓶子、绳子、扣子，手工制作造型各
异的摆件，体验“变废为宝”。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高
洪超 通讯员 徐罗沙 张青华
摄影报道

国五国六过渡期 性能出众硬派SUV超值推荐

时下购车时始终都绕
不开“国六标准”这个比气
温还热的话题。当前的整
体局势可以看到，全国范
围内的国六标准执行时间
将在 2 0 2 0年 7月 1日起，此
间还有较长的过渡期。大
部份汽车厂商加紧为新车
适配国六排放的同时，也
在加紧去库存“甩卖”国五
车。现在入手国五SUV车
不仅可以拿到汽车厂商们
的优惠让利，而且还能享
受到更原汁原味的动力操

控，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
抄 底 国 五 S U V 不 失 为 是
一个好时机。

今日推荐几款非常值
得抄底且性能出众的硬派
SUV，如日产途达、江西五
十铃mu-X牧游侠以及福特
撼路者。尤其mu-X牧游侠，
作为科考级SUV，拥有五十
铃久负盛名3 . 0T强悍动力、
专业四驱系统以及久经越
野沙场的品质历练，17 . 88万
起的价格在这三款车型中
不失为购车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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