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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2月-5月将举办
19场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

芝罘区属注册咨询工程师等资格考试

今起进行现场确认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多云 -2-7℃

栖霞 多云 -3-5℃

龙口 多云 -3-7℃

招远 多云 -3-7℃

莱州 多云 -3-7℃

莱阳 多云 -3-6℃
海阳 多云 -1-5℃
长岛 多云 -1-6℃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阴 -2-5℃

上海 小雨 7-11℃

济南 多云/阴 1-7℃
青岛 雨夹雪 1-5℃
大连 多云 -5-3℃

东京 多云/阴 1-7℃

大阪 阴/小雨 7-11℃
首尔 多云 -3-7℃
釜山 阴 -3-8℃

据中国天气网12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联

低潮潮时 07：10 19：41

高潮潮时 01：07 13：32

今天 多云 -2-6℃

明天 晴 -5-5℃

本报 2月 1 2日讯 (通讯员 张
颖 焕尧 记者 李大鹏 ) 近
日，记者从芝罘区考试中心获悉，
芝罘区属报考2012年度注册咨询
工程师 (投资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
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广告专
业技术人员、监理工程师、注册税
务师执业资格考试人员 ,须于 2月
1 3 日 - 2 月 1 5 日进行现场审核确

认，并于2月13日-2月16日网上缴
费。

现场审核确认地点为华茂街
30号芝罘区人才市场南楼409室；
报考人员需提供：考生本人有效身
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1份；单位盖
章的《资格考试报名表》1份；学历
(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工作
年限证明1份；符合免试条件的考

生还须提供免试申请表1份。
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提醒广大考生：
2011年度卫生、会计初、中级资格
证书及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
书已经开始办理，请报考人员携带
相关材料及时办理。详情请查询

“烟台人事考试信息网”或拨打咨
询电话：0535-6226583。

记者从山东省人社厅获悉，山东省将于今年2月至5

月间举行19场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会。据介绍，按照国
家有关举办毕业生就业市场活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等
政策规定，招聘会免费为用人单位提供展位，毕业生进
场应聘一律免收进场费。具体招聘会场次安排可登录山
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sdbys.edu.cn)进行
查询。(新华网)

据报道，消费者进行海外购物也可以通过快捷支付
便捷完成交易了。支付宝表示，公司已实现了海外购物
快捷支付应用，今年将正式为中国消费者在境外网站购
物提供快捷支付服务。(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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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李楠楠) 山大2012年自主
选拔录取拟定资格确定，考生可以在网上查询成绩。

考生成绩、资格认定情况可通过以下链接查询 :校
长 推 荐 及 新 概 念 作 文 等 免 笔 试 考 生 : h t t p : / /
www.bkzs.sdu.edu.cn/2012/zzlqxztj/；中学推荐及自荐考
生:http://www.bkzs.sdu.edu.cn/2012/zzlqqt/。

教
育

山东大学2012年自主招生成绩公布
考生可以上网查询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银监会对外发布《关于
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对银行
业系统不规范经营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同时要求4

月1日起各银行对于服务收费项目明码标价。

本报2月12日讯(通讯员 陈蓬 记者 秦雪丽)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获悉，2011年
市区城市居民人均衣着支出为3208 . 95元，比同期增
加420 . 32元，增长15 . 1%，拉动人均消费支出增长2 . 7个
百分点。

其中，人均成衣消费支出为2353 . 47元，比同期增
加295 . 98元，增长14 . 4%，占衣着消费的比重为73 . 3%；
人均鞋类支出为722 . 08元，比同期增加84 . 0元，增长
13 . 2%；人均其它衣着用品支出108 . 86元，比同期增加
40 . 94元，增长60 . 3%。

去年市民人均衣着支出增长15.1%
统
计

■2012年2月13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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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惠特妮·休斯顿
传奇的一生

11

22

33

艺术家
惠特妮音乐生涯取得的成

绩令人叹为观止，除却全球超
过一亿八千万张专辑的销售纪
录。惠特妮还保持着获奖最多
女歌手的吉尼斯记录(获奖415

次，提名562次)。

奖项
惠特妮·休斯顿一生囊括6

座格莱美奖、22座全美音乐奖与
16座BILLBOARD音乐奖。

44 超级巨星
惠特妮·休斯顿是美国流行

音乐史上的天后之一，她发行的
单曲、MTV等销量多达1 .7亿张。

55 家庭
图为惠特妮与老公—R&B

歌手鲍比布朗合影，两人育有一
个女儿波比-休斯敦。从这段婚
姻开始，惠特妮的事业开始走向
下坡路，连续的负面新闻，让她
一度避开在公共场合露面。

本报2月12日讯(通讯员 马晓斐 记者 孔雨
童) 烟台大剧院将送出情人节礼物，凡在2月14日购
买《李雷和韩梅梅》演出票的观众将获得赠票。

即将于2月28日在烟台大剧院上演的80后集体怀
旧剧《当时的我们》(又名《李雷和韩梅梅》)吸引了很
多年轻80后观众。为了给更多年轻市民和喜爱文艺的
观众提供观演机会，凡在2月14日情人节当天购买《当
时的我们》演出票的观众都将获得将于4月18、19日上
演的话剧《夜店之天生绝配》同等价位演出票一张。

情人节购买《李雷和韩梅梅》演出票

可获话剧《夜店》赠票
演
出

电影
惠特妮·休斯顿主演的电

影《保镖》，获第65届奥斯卡最佳
创作歌曲奖提名。是全球100部
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C02

你怎么看银行收费明码标价？
1、银行收费透明化，是巨大的进步。 20 . 41%
2、实际意义不大，无法阻止不合理收费。 30 . 03%
3、政策很好，关键看落实。 27 . 66%
4、其它观点。 9 . 32%
5、不好说。 12 . 57%

来源：新秦调查(截至12日15:00)

抵顶
新车
黑色克莱斯勒
PT漫步者

4S店提车
电话：
18653570518

原价23 . 99万

现现优优惠惠77万万出出售售

抵顶新车
底价出售

电话：13573567757

菱智V5 2 . 0L排量

9座新车

可4S店
直接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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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顶新车
底价出售

电话：13573567757

2010款宾悦2 . 0
手动舒适版车(包牌)，

可4S店
直接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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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顶
新车出售
奇瑞旗云3精英型

现

可4S店直接提车

优优惠惠11万万出出售售

电话：18653570518

指导价6 . 18万

来源：凤凰网

体体彩彩

烟台三品牌摘“林业广交会”金奖

分别是莱阳梨、栖霞苹果和龙口葡萄酒

林
业

本报2月12日讯(通讯员 李庆盛 杨格福 记者 侯
文强) 日前，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林业产业博览会上，莱阳
梨、栖霞艺术苹果和龙口葡萄酒摘得博览会金奖。据了解，
共有来自东南亚和全国的100多个水果品种参加评比。

中国国际林业产业博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
林业局主办的规格最高的林业产业展会，每四年举办一
届，这次以“兴林富民，共享绿色低碳生活”为主题的博
览会，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林业盛会，被誉为

“林业广交会”。
此次参赛的莱阳梨是选自烟台莱阳照旺庄镇后发

坊村300多年生的老梨树，这些老梨树虽历经沧桑，但每
年春天四月份仍能花繁似锦，秋天硕果累累。此次摘得
金牌是该市继获得“中国梨乡”称号后，在莱阳梨产业领
域获得的又一殊荣。

互互动动

读者赵丽娜 :今天看了《无
论公办民办，办得好就要鼓励》
不由地想赞一声，家长把孩子放
到幼儿园，其实第一要求的就是
放心。好的教学、好的设施、好的
保障，这才是重要的。

读者王建伟：这个《“灰太
狼”凿洞偷走57只羊》真是好气
又好笑，怪不得老人说，不怕贼
下手就怕贼惦记，真不知道他们
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也得表扬
一下我们的民警们，57只羊对农
村村民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为了更好地和读者朋友们
互动，本报开通了“读者之声”互
动栏目。只要是您想对本报说
的，我们都愿意用心倾听。参与
方式有两种，一是发送电子邮件
(jup2007@126 .com)，二是到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的官方微博留言
(http://weibo.com/1921437834)。我
们每天都会选择数条留言刊发，
留言刊发的读者还将得到本报
赠送的精美礼品一份。请在留言
中注明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整理 本报记者 鞠平)

2月

13
历史上的今天

2008年——— 广州被命名为“国家
园林城市”。
1998年——— 美国宇航员成功改
造“哈勃”太空望远镜。
1990年———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每
年12月1日为“世界艾滋病日”。
1988年——— 李琰让中国国歌第
一次在冬奥会上奏响。
1980年——— 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
1928年——— 英国医学家弗莱明
发现青霉素。

排列3第12036期中奖号码：0、3、4

排列5第12036期中奖号码：0、3、
4、0、2

七星彩第12016期中奖号码：5、2、
5、7、1、4、5

联网22选5第12036期中奖号码：
02、03、08、10、11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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