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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WEATHER

低潮潮时 04：12 16：01

高潮潮时 10：18 22：17

烟台动态

山东看点

今天 晴 -3-3℃

明天 多云 -5-2℃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晴 -3-3℃

栖霞 晴 -5-3℃

龙口 晴 -2-3℃

招远 晴 -4-5℃

莱州 晴 -4-5℃

莱阳 晴 -5-5℃

海阳 晴 -4-5℃

长岛 晴 -2-3℃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7-2℃

上海 阴 6-9℃

济南 多云 -5-3℃

青岛 晴 -3-4℃

大连 晴 -8--1℃

东京 多云 4-9℃

大阪 多云/小雨 5-9℃

首尔 多云/晴 -5-0℃

釜山 晴/阴 -1-8℃

据中国天气网8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国考笔试成绩可以上网查了

体体彩彩

山东省消协：
格兰仕等三品牌被检不合格

山东省选调生开始网上报名

发榜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侯文强)

国家公务员局发布消息称，中央
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2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于2012

年1月8日公布。
考生可以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网站(http://www.mohrss.gov.cn)、
国家公务员局网站(http:/www.scs.gov.cn)

或考录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
2012)查询成绩。也可以发送“RA准
考证号”和“报名身份证号后四位”
到10662000518进行手机短信查询或

者 使 用 移 动 手 机 拨 打 电 话
1259089966查询考试成绩。

公共科目笔试合格分数线为：
报考中央机关综合管理类职位的合
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105分，且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55分。报
考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的
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100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55分。
报考市(地)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
和行政执法类职位的合格分数线
为：总分不低于95分，且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不低于50分。报考县(区)级及
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和行政执
法类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
低于90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
低于45分。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将根据
计划录用人数与面试人选的确定
比例，从通过公共科目笔试最低
合格分数线的报考人员中，按照
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各职
位参加面试 (专业科目考试 )的人
员名单。

排列3第12008期中奖号码：8、2、4

排列5第12008期中奖号码：8、2、
4、6、1

七星彩第12004期中奖号码：4、4、
3、3、6、1、2

联网22选5第12008期中奖号码：
03、06、13、16、21

中国足球彩票6场半全场第12002

期开奖结果:1、0、3、3、0、3、1、3、3、
3、3、3

中国足球彩票任选九第12002期
开奖结果：0、0、3、0、3、3、3、3、1、
0、3、3、3、3

中国足球彩票胜平负第12002期
开奖结果：0、0、3、0、3、3、3、3、1、
0、3、3、3、3

中国足球彩票四场进球第12002

期开奖结果：2、1、2、1、3+、0、3+、0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1月8日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山东省2012年选调生
网上报名工作正式开始，符合条件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和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于1月10日前每天8:30—17:30，登录http:
//www.sdxd.gov.cn/access/index.htm，选择相应报名入口登录
报名系统，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报名。

11 李嘉诚
总资产220亿美元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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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福布斯
香港富豪榜

日前，山东省消协召开2012年山东贯彻落实消费与
安全年主题新闻通报会，会上公布了消协对电磁炉对比
试验结果，格兰仕、君粤、忆龙三品牌某型号被检不合
格。(齐鲁网)

国内热点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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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发布
2012年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据中央气象台预测，2012年春运期间天气为中等偏差

趋势，雨水偏多，雨雪、雾霾天气较多，河北、江苏、安徽、
河南等地将会出现雾霾天气，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
南等地将有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严重影响道路通行。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春运交通安全提示，提醒
广大驾驶人一定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一是出行前要
通过电视、广播等掌握路况信息。二是雾霾等低能见度
条件下行车时，应及时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
后位灯，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三是冰雪路面行车，建议
更换防滑轮胎或安装防滑链等。(中国政府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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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已经公布，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8日发布公告称，部分职位公
共科目笔试合格人数未达到规定的面试比例，需要面
向社会公开调剂补充面试人选。

1月10日8时至1月12日18时，报考人员可以通过报
名 时 的 用 户 名 和 密 码 进 入 调 剂 网 页 ( h t t p ：/ /
bm.scs.gov.cn/tj2012)，填报申请调剂的相关信息。在递
交调剂申请时间结束之前，报考人员可以改变申请调
剂的职位。(新华网)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考录公务员将进行职位调剂

1月

9
历史上的今天

2009年——— 索马里海盗在收到
船主支付的300万美元赎金后，
释放了于2008年11月15日劫持的
沙特阿拉伯天狼星号油轮及其
船员。
1983年——— 曾侯乙墓编钟复制
成功。
1983年——— 孔塔多拉集团形成。
1968年——— 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
1951年——— 联合国总部搬到纽约。
1788年——— 康涅狄格成为美国
的第五州。

来源：搜狐

抵顶新车
底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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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扩大，现在烟台市

六区聘发行员数名

要求：45岁以下，中专以上学

历，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发行

经验的优先录用。

待遇：面议

报名电话：

福山站：13573537856 孙站长

开发区站：13723968771 于站长

莱山站：13864544757 王站长

奇山站：18605357499 于站长

白石站：13863896411 宋站长

幸福站：15806454391 刘站长

凤凰台：13053551745 王站长

牟平站：13688666303 刘站长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发行中心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王卫荣女士：因你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自2011年12
月27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因你
拒收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现通过公告方式向你送
达。请在三个工作日内来司办理离
司手续。逾期不办理，相关法律责
任自负。特此通知!

孙晓惠女士：因你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公司决定自2011年12
月27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因你
拒收公司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现通过公告方式向你送
达。请在三个工作日内来司办理离
司手续。逾期不办理，相关法律责
任自负。特此通知!

宫瑞楼先生：公司自2011年11
月3日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送达
给你，要求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离
司手续，但至今未办理，由此产生
的一切法律责任自负。特此通知!

莱阳泰鑫矿业有限公司
2012年1月9日

22 李兆基
总资产170亿美元

郭氏家族
总资产154亿美元33

郑裕彤
总资产150亿美元44

刘銮雄
总资产65亿美元55

米高·嘉道理
总资产64亿美元66

冯国经、冯国纶兄弟
总资产62亿美元77

吕志和
总资产46亿美元88

208路公交车运行线路调整公
交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柳斌) 烟台开发区208路公
交线路自2012年1月7日起调整运行线路，并将线路的终
点由大宇造船调整至八角。

新调整的公交线路取消华山路的凤台小区、珠江路
的华升玻璃钢、天山路的开发区二中、贵阳大街的贵阳
大街、武汉大街的大宇造船职工、鸣扬机电、上刘家、大
宇造船8个公交站点。在长江路、北京中路、长沙大街、天
津北路、台北路、武汉大街、青岛大街、八角大街增设开
发区公安分局、下刘家、陡崖、PCB工业园、LG伊诺特、
LG伊诺特公寓、天津北路路口、开发区第三初级中学、
八角生活区、汪家、八角办事处、八角医院、八角农行、八
角14个公交站点。线路调整后，208路全程为28 . 7公里，全
程票价为3元，首末班车时间不变。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刘清源) 6日上午，在龙口
文化广场举行了50辆美式校车的启动仪式。部分乡镇
学生春节前就可以坐上美式校车了。

据了解，周一起龙口校车将开始空车试运行，待熟
悉路线和行驶注意事项后，就会用于接送龙口市新嘉
街道、徐福街道、北马镇、芦头镇、石良镇和七甲镇的近
9000名中小学生。新嘉街道、徐福街道的学生将在春节
前最早坐上美式校车。芦头镇有部分地区是丘陵，通过
试运行情况争取年前营运。北马镇、石良镇、七甲镇地
处山区，路况比较复杂，鉴于学生即将放寒假，寄宿学
生较多的情况，这3个乡镇春节前不会营运。

龙口教育局要求试营运期间不仅有司机、随车老
师还要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确保校车行车安全。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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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口两乡镇中小学生
春节前可坐上美式校车

烟大图书馆北馆更名为“承先图书馆”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烟台大学名

誉校长张承先铜像落户在该校图书馆北馆，该馆也正
式更名为“承先图书馆”。

今年是张承先诞辰97周年，张承先是教育部原党
组书记、副部长，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原副主任委
员，烟台大学名誉校长，在他的组织下，烟台大学于
1984年诞生。张承先同志的铜像高85cm，花岗岩基座高
120cm，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家李象群教授设计制
作。图书馆老馆命名为“承先图书馆”。用一整块红木制
作的“承先图书馆”匾额宽180cm，高60cm，厚5 . 5cm，由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柳志光先生题写。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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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西医学中医”基地启动

105名西医参加首期培训
本报1月8日讯(通讯员 陈展鹏 记者 孔雨童)

1月8日，烟台市“西医学习中医”培训基地在市中医
院正式启动,105名西医参加首期培训。

据介绍，烟台市中医医院是被省中医药管理局确
定的全省24个“西医学习中医”培训基地之一，目前汇
聚了烟台多个县市区中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105名执
业医师参加了此项培训活动。

据了解，山东全省中医医院“西医学习中医”培训
项目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研
究生班、学历教育班和普及班三种培训方式，在全省中
医医院培养一批中西医结合人才。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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