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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4企业5人获评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入选人数居全省16地市第一，全市泰山人才总数增至17人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
者 高洪超 通讯员 陈万
芳) 日前，省政府公布2019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名单，威海三
角轮胎、天润曲轴、万丰镁业、
荣佳动力等4家企业的5名人

才入围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他
们分别是，韦进明(三角轮胎)、
闫兴义(天润曲轴)、许一(天润
曲轴)、张奎(万丰镁业)、陈昊
(荣佳动力)。他们都分布在传
统产业创新类，此次入选数在

全省各地市位列第1名，威海
泰山人才总数增至17人。

近年来，在市人才领导小
组的统筹安排下，威海市工信
局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围绕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及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重大
创新平台和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为依托，全力组织开展“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申报工作，强化高
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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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碰撞 激发员工新活力

威海体彩从业人员运动会圆满结束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

者 王震 通讯员 苏丽妮)
为丰富威海体彩从业人员

的业余生活，展现体彩人团
结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增
强体彩队伍的凝集力，更好
推广公益公信品牌，扩大中
国体育彩票的社会影响力，
使国家公益彩票品牌形象在
威海深入人心。11月28日，威
海体彩中心在市体育场举办
2019年威海体彩从业人员运
动会”。

本次活动共设比赛项目
20个，分别是25米往返托球
跑、乒乓球投准、趣味保龄球、
足球射门、投标打靶、传球接
力、跳大绳、拔河等。体育彩票
与趣味游戏相结合的运动方
式让参与者耳目一新，丰富有
趣的互动游戏调动起了大家
的运动细胞和积极性，让大家
完全沉浸在运动的欢乐中。分
中心及各区、市体彩办及市直

片区11个队伍参赛，现场选手
发扬了顽强拼搏的精神，体现
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道
德风尚，将体彩人特有的精神
风貌展现的淋漓尽致。

本次运动会是威海体彩
首次举办的从业人员运动
会，也是威海体彩人的一次
盛会，既是贯彻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又是从
业人员沟通交流、丰富精神
文明生活的重要平台。近年
来，在省体彩中心、市体育局
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体彩
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威
海体彩事业快速发展，2017
年销售5 . 92亿元，2018年突
破 1 0 亿 元 ，市 场 份 额 达 到
62 . 34%，实体渠道销量、市
场占有率均创历史新高。

自2007年至今，威海体彩中
心累计为国家筹集公益金20.41
亿元，广泛用于全民健身、竞技
体育、体育产业、社会保障、扶

贫赈灾、医疗卫生、教育助学等
多项社会公益事业，为体育事
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一直以来，威海体彩为推
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
不断注入活力，各类“体彩杯”
运动项目遍地开花。威海体彩
从业人员运动会的开展，使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的品

牌理念再一次深入人心，同时
进一步为健康助力、为公益添
彩。

威海体彩将继续努力，
不辜负每一位购彩者，并将
全心致力于公益事业，诠释

“公益体彩，民生体彩，责任
体彩，诚信体彩”的内涵理
念，践行着温暖、公益、爱心
与奉献。

文登投500余万元构建电气火灾隐患治理系统
城市设施尤其大型建筑电气集中进入服役临界点，未雨绸缪、系统防范提上日程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 (记
者 高洪超 通讯员 王志
航 ) 近日，文登区投入5 0 0
余万构建电气火灾隐患治理
系统，强化事前处置，建立电
气火灾从发现、管理到治理
的有效闭环。

近年，工业生产与生活
用电量不断增长，城市设施
尤其是大型建筑体的电气部
分已进入服役临界点，有的

甚至超龄服役，火灾发生概
率大幅提高，加快建立城市
级电气火灾隐患治理系统刻
不容缓。2017年4月，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发布《关于
开展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
的通知》，决定在全国组织开
展为期3年的电气火灾综合
治理。

文登消防大队专题调研
后提出“智慧用电”，认为“智

慧用电”作为一种全新模式，
可以为电气火灾隐患排查治
理及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新思
路、新方法。

文登消防“智慧用电”
是基于大数据的电气火灾
隐患排查治理系统，总体上
由两平台一服务组成，即电
气火灾隐患预警平台、电气
火灾隐患管理平台和电气
火灾治理综合服务。通过智

能传感终端采集、上传电气
线路实时运行数据；预警平
台发现电气火灾隐患，并将
隐患信息推送给用户；管理
平台监管隐患信息，并向政
府监管部门提供电气火灾
隐患风险评估报告；开展线
下专业治理综合服务，排查
治理隐患。最终形成电气火
灾隐患从发现、监管到治理
的有效闭环。

全市58个服务点

12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挂牌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者 陶相
银) 12月1日起威海市电动自行车集中
登记挂牌工作将全面展开。按照“全面
覆盖、就近办理”原则，威海全市将新增
24处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点，加上原来
的34个，将共有58个服务点免费办理电
动自行车登记挂牌，号牌制作费由同级
财政承担。

其中，威海市区9处、文登区34处、荣
成市8处、乳山市有7处。

2500万元助力

19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者 高洪超
通讯员 刘海静) 近日，市财政局安

排2019年威海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专项资金2500万元，以投资补助或贷款
贴息方式支持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
目库入库项目，重点支持对企业冲击新
目标具有推动作用的项目及打造“七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具有突出作用的项目。

经资料审查、现场核实、专家评审、
集体决议、公示，并经市政府同意，从30
多个项目中遴选了19个项目列入专项资
金扶持范围，这些项目总投资95亿元。

抢救、记忆、生产，威海非遗保护办法公布
本报威海11月28日讯(记者 陶

相银) 28日，威海市政府新闻办公
室举行发布会，威海市司法局、威海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威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的相
关内容。《威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11月
19日经市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办法共
三十条，主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条例》等上位法的规定进
行细化、补充和明确。

办法以精细化管理和保护非
物质文化为出发点，从制度层面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和动
态管理提供支撑。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
理，明确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
的职责，包括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列入财政预算，建立非
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协调机制，建立
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记忆名录

等。明确了部门职责，规定文化和
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组织制
定保护规划，建立数据库和数字化
保护平台，建立专家库，开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评估等。其他有关职能
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保
护，办提出分级保护，对不同层级名
录实行不同的保护措施。对国家级
代表性项目实行重点保护，编制专
项保护规划，配套专项扶持资金，设
立专题展示、传习场所或者博物馆，
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设立工作
室，并对其授徒传艺给予补贴；对省
级代表性项目设立专题展示、传习
场所或者博物馆，为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设立工作室；对市、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
人制定保护传承方案。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
护。办法根据不同非物质文化遗
产不同的存续状态和发展现状，

提出分类保护。对濒临消失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采取抢
救性保护措施；对丧失传承人、客
观存续条件已经消失或者基本消
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
记忆性保护；对具有生产性技艺
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
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商品或者
服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实行生产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利
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的
名义开展传承、传播和利用活动
的，应当取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
单位资格。建立数据库和数字化
保护系统平台，推动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和保护。支持
老字号企业挖掘传统技艺的文化
内涵，将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技艺
列入代表性项目名录。规定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
和文化内涵以及自然演变进程，

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保持其原有
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以
歪曲、贬损等不正当方式使用非
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
参与。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通过研究、展示、传承、收
藏、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奖励。鼓励
和支持学校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
课程、建立教学和研究基地、纳入
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程等。规定
在公共场所，开展公益性宣传、展
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给予支
持、提供便利。

威海市自2008年公布首批市
级非遗项目以来，建立起了包括民
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
艺、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手
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大类

四级非遗保护名录，基本涵盖了威
海典型文化特征。成功申报国家级
非遗项目2项，省级非遗项目28项，
市级非遗项目六批114项；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1名，省级非遗传承人9
名，市级非遗传承人四批68名。省
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处。威海
芸祥绣品有限公司、荣成泰祥集
团、恒茂集团先后被公布为省级非
遗生产性保护基地，“乳山市中国
秧歌之乡”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十大亮点，“渔民开洋
谢洋节”省级传承人李永喜获2018
年度全省十大模范非遗传承人称
号。鲁绣、威海锡镶技艺、威 海
剪纸、胶东花饽饽、胶东饺子被纳
入第一批山东省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推荐名单。乳山市乳山寨镇获
2018年全省“非遗助力脱贫、推动
乡村振兴”典型乡镇。荣成市被评
为省级海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肩负着探索非遗整体性保护经验
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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