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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多云 -7-1℃

上海 晴/多云 0-6℃

济南 晴 -5-2℃

青岛 晴/多云 -4-2℃

大连 晴 -6-0℃

东京 多云 0-8℃

大阪 小雨 3-8℃

首尔 晴 0-5℃

釜山 晴 -4-4℃

今天 晴 -5℃-0℃

明天 多云/阵雪 -5℃-1℃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晴 -4-1℃

栖霞 晴 -8-0℃

龙口 晴 -4-0℃

招远 晴 -7-2℃

莱州 晴 -6-1℃

莱阳 晴 -8-1℃

海阳 晴 -7-1℃

长岛 晴 -2-1℃

天气

据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
网6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低潮潮时 05：42 17：40

高潮潮时 11：53 23：54

导读

站牌前积雪挡道

乘客行车道上“迎车”

C10

订单太多

忙坏剪纸大师

C12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赵华元) 从烟台市医保处获悉，2011

年度市直参保单位离休人员、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和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医

疗保险费筹集标准进行调整。

据了解，根据《烟台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办法》，2011年度市直参

保单位离休人员医疗保险费筹集标准为每人每年36000元；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

保险费筹集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0元；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医疗保险费筹

集标准为每人每年24000元。

离休人员

医保筹费标准调整

子弹体

由影片《让子弹飞》中的

台词演变而来，因其表达形式

独特幽默而引发博友模仿创

作。目前，微博上最火的“子弹

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

拿片名说事，一种是拿台词逗

乐。网友设计的搞笑版本的

“子弹体”海报，在爆笑之余誓

将恶搞进行到底。

草根新闻
是一档自创性节目，每天一

期，每期大概10-20分钟，现播放

次数以突破1000万，主持人板蓝

根和小辣椒的扮相幽默搞笑，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轻松的解

析当前热门的草根话题、事件、

新闻让忙碌的白领能够在愉悦

的心情下了解草根新闻。

爱疯族

即iPhone族的谐音，爱疯

族就是拥有苹果手机的人群。

根据一项调查，超过3成台湾

上班族是“爱疯族”。 网上流

行的一系列漫画引发了“爱疯

族”的普遍共鸣，被“爱疯”族

们广泛流传和转载。在3G大

潮来临之际，这些漫画为我们

描述了一组自由、轻松、时尚

的3G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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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烟台投入千万元发展农业机械化

农业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徐延明) 记者从烟台市农机局获悉，2010年
烟台市县两级财政用于发展农机化的资金达1000多万元。

去年，烟台加大了购机补贴资金、经济作物机械化、农机教育培训和农机安全监理
装备等方面的投入。据了解，烟台市财政投入300万元购机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玉米收获
机、小麦免耕播种机累加补贴和适宜山区丘陵作业机械的补贴；莱州市投入农机补贴资
金55万元，牟平区投入农机补贴资金35万元，招远、莱阳、龙口、蓬莱市安排购机补贴工作
经费共计68万元，确保了各级购机补贴政策的顺利实施。

烟台市启动就业援助月活动
活动时间为1月5日—2月4日

就业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侯文强 通讯员 矫磊 曹玉洁)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定于1月5日至2月4日在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就业援助月”活动。全市各
级人力资源市场在“就业援助月”活动中，将收集适合援助对象就业的用人单位400多家，

其中参加现场招聘的单位200多家，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招聘的主要岗位有生产工
人、保洁人员、食品加工、客房服务、营销人员等。

活动期间，市人力资源市场在就业服务大厅设立了专项窗口，为求职人员提供就业
登记、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服务，提供相关扶持政策，努力使未就业的援助对象获得有
针对性的重点帮助。烟台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就业援助月活动主要面向困
难高校毕业生、申报援助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力
争促进援助对象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找到适合的就业岗位，尽快实现就业。

旅游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王剑英)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烟台调
查队获悉，2010年，烟台市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数达到3271 . 5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508 . 80

万人，同比增长18 . 42%。

据了解，2010年，烟台市共接待过夜旅游者人数2447 . 00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71 . 74

万人，同比增长17 . 91%。其中：旅游住宿设施国内旅游人数为2242 . 9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
加349 . 11万人，增长18 . 43%；住亲友家的国内游客人数为204 . 0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2 . 63万人，同比增长12 . 47%。

另外，2010年，烟台市共接待一日游游客人数824 . 53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37 . 06万
人，增长19 . 94%。其中：本地一日游人数达到422 . 28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9 . 79万人，同比
增长19 . 80%；接待外地一日游游客人数达到402 . 2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67 . 27万人，同比
增长20 . 08%。

烟台旅游各项数据均大幅增长
在烟过夜游客增了371万人

智能单警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

区分局的民警，在广场巡逻。

他 们 驾 驶 的 自 平 衡 两 轮

车———“智能单警”首次亮相，

引来大家好奇的目光。体积

小，操作方便，这款两轮车用

在街道、广场等人群密集、空

间狭窄的区域，辅助警务人员

巡逻非常适用。电瓶车和健身

器合二为一的代步工具，不仅

是单车还是移动警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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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动百科

整理：本报记者 刘新

影讯

《午夜心跳》 10：30

《绑架冰激凌》 16：25 18：30

《非诚勿扰 I I》 10：45 12：55

15：20 17：30 19：40 20：10

《让子弹飞》 10：10 12：30

14：50 17：10 19：50

《一路有你》 14：20

《恋人絮语》 12：15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2D英文原版) 09：50 11：55

14：00 16：05 18：10 20：20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3D英文原版和3D国语版)

10：20 11：00 11：30 12：25

13：05 13：35 14：30 15：10

15：40 16：35 17：20 17：45

18：40 19：25 20：00 20：45

整理 记者 鞠平

世茂时尚欢乐影城

今日影讯

神马餐厅

网络流行语“神马都是浮

云”走进了现实。2010年12月

26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门

的丛云路上，“神马餐厅”一下

子就能吸引人的目光。两个大

四毕业生开的“神马餐厅”开

张，宣称“神马最给力？神马餐

厅最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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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

教育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魏衍艳)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教育部门获悉，2011年学校放假
时间确定。各县市和学校不得自行调整放假时间。全市中小学寒假放假时间为：2011年1

月17日-2月21日。记者从芝罘区教体局获悉，该区将按照全市放假时间进行放假，对于此
前公布的中小学寒假放假时间2011年1月24日-2月28日的规定作废。

根据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11年寒假放假时间为2011年1月17日至2月21日(农
历2010年腊月14日至2011年正月19日)；暑假放假时间(按照公历计)为2011年7月11日至9

月1日。普通高中寒假放假时间为2011年1月27日至2011年2月18日(农历2010年腊月24日
至2011年正月16日)；暑假放假时间(按照公历计)为2011年7月11日至9月1日。

2011年中小学放假时间全市统一
寒假放假时间为：1月17日-2月21日

计生

本报1月6日讯(记者 柳斌) 1月6日下午，烟台市2010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
标责任书》执行情况考核反馈会议在东山宾馆召开。省人口计生委考核反馈组反馈
了烟台市2010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执行情况，烟台市已连续13年
实现人口零增长。

烟台连续13年实现人口零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