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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晴/多云 -2-3℃

栖霞 晴/多云 -5-3℃

龙口 晴/多云 -3-4℃

招远 晴/多云 -5-5℃

莱州 晴/多云 -3-5℃

莱阳 晴/多云 -4-5℃

海阳 晴/多云 -4-5℃

长岛 晴/多云 -1-3℃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阴/多云 -1-6℃

上海 阴 4-8℃

济南 多云 2-8℃

青岛 多云 0-5℃

大连 晴 -4-2℃

东京 中雨/大雨 6-9℃

大阪 小雨/中雨 6-9℃

首尔 多云 -2-6℃

釜山 阴 4-11℃

据中国天气网8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新职业资格统考今起报名考
试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侯文强) 9日，烟台将正式启
动2012年上半年全国(全省)新职业资格统考报名工作，
报名时间截止到4月11日，上半年的统考将于5月19日和
20日举行。有意者可到烟台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报名。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全国统一
鉴定的职业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物流师、心理咨询
师等。组织的全省统一鉴定的职业为：公共营养师、婚姻
家庭咨询师、物业管理员、广告设计师等。详询6246990。

8日夜间到9日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晴。最低
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3℃左右，
其他地区0℃左右。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低
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左右，
其他地区1℃左右。(山东气象网)

1、苹果发布第三代iPad,首批16日上市最低499美元。
2、福布斯富豪榜：李嘉诚成亚洲首富跻身全球前十。
3、开发商推促销卡可减免购房款,中消协提示存消费陷
阱。
4、人社部：公务员聘任制将在全国推行。
5、我国北方将迎大风降温天气,江南华南阴雨持续。

C02 ■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国内热点

2012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中国内地三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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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万人长跑 6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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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
行业：科技 年龄：43岁
全球排名：86

资产：102亿美元

梁稳根
行业：制造 年龄：55岁
全球排名：113

资产：81亿美元

宗庆后
行业：食品饮料 年龄：66岁
全球排名：146

资产：65亿美元

烟

台

11日芝罘区有场杰瑞集团专场招聘会
就
业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张韶 记者 李大鹏)芝罘区
人才市场定于3月11日举行杰瑞集团专场招聘会，届时杰瑞
集团将携下属子公司提供就业岗位970余个,涵盖研发人员、
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财务会计、部门主管、海内外销售、
技术工人、文员、驾驶员、警卫等各种岗位。

排列3第12061期中奖号码：
7、1、3

排列5第12061期中奖号码：
7、1、3、6、3

联网22选5第12061期中奖
号码：07、08、18、19、21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3月8日

体彩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柳斌 实习生 贺笑笑) 3月
10日是万人长跑活动期间(8:30-10:00)，交警部门将对滨
海中路自银海路到海博路之间路段、海越路自港城东大
街到滨海中路之间路段，港城东大街自海越路到观海路
之间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受此影响，17路、51路等公交线
路将临时绕行，具体方案为：

17路：由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始发，按原线路运行至
农大东路与科技大道交叉口处左转弯，沿科技大道运行
至科技大道与观海路交叉口处右转弯，沿观海路直行恢
复原线路运行。

51路：由高新区公交场站始发，按原线路运行至科技大
道与海越路交叉口处直行，沿科技大道运行至科技大道与
观海路交叉口处右转弯，沿观海路直行恢复原线路运行。

61路：由牟平客运公司始发，按原线路运行至滨海路
与农大东路交叉口处左转弯，沿农大东路、科技大道、观海
路、烟大路、清泉路至滨海中路恢复原线路运行。

567路：由牟平中医医院始发，按原线路运行至科技大
道与海越路交叉口处直行，沿科技大道运行至科技大道
与观海路交叉口处右转弯，沿观海路运行至观海路与迎
春大街交叉口处左转弯恢复原线路运行。

23路烟台大学文经学院终点站临时调整至广播电视
台。109路暂停运行。

横漂：特指在横店参加影
视剧拍摄的外地人士，该人群
范围不包括外地来横店工作
的普通人和横店本地人。“横
漂”大都靠当群众演员生活，
并怀揣“明星梦”，期望着从横
店起步，有朝一日成为家喻户
晓的影视明星。

换城消费 :简言之即A城
市居民常去B城市购物的新消
费模式，在物价飞涨的现实下
产生，中国深圳、香港两地表
现较为严重。

(由互动百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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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仓占比榜
当日
宁波建工
南京熊猫
湖北能源
界龙实业
新华传媒
3日
宁波建工
南京熊猫
湖北能源
国金证券
界龙实业
5日
宁波建工
N蓝英
国金证券
界龙实业
南京熊猫
10日
宁波建工
N蓝英
阳光城
界龙实业
ST东海A

昨日股市
增减仓占比榜

(据东方财富通)

减仓占比榜
当日
步步高
国恒铁路
德力股份
通富微电
四维图新
3日
步步高
人福医药
南都电源
烟台冰轮
四维图新
5日
双塔食品
步步高
南都电源
中国联通
烟台冰轮
10日
海正药业
烟台冰轮
软控股份
双塔食品
中国联通

2012年3月1日—6月30日
齐鲁晚报订阅抽奖公告
1 .抽奖活动名称：订齐鲁晚报，赢超值大奖
2 .抽奖活动时间：

2012年3月1日-2012年6月30日
3 .抽奖人员范围：

凡在2012年3月1日-2012年6月30日
订阅齐鲁晚报的读者(订阅本报一年及以
上者 ,活动参与范围为烟台市六区，投送
范围在烟台市六区)均可参加本次抽奖。
4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11万元轿车一辆。(十
年使用权)

二等奖：价值300元齐鲁晚报特供烟
台山泉桶装水30桶。

三等奖：免费读报。(获奖读者凭收
据/发票退款或延期)

二、三等奖分别按订报总量的2 . 5%

和5%抽取
备注：参加本次抽奖活动的不得退报。

5 .开奖时间：
2012年7月4日，届时欢迎读者凭身

份证参加抽奖活动。
6 .中奖人员需凭身份证、发票/收据、抽
奖卡主券领奖。
7 .所有订报读者填写抽奖卡正副券信息
后交予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将抽奖卡
信息输入电脑，正券由读者个人持有，以
备抽奖(遗失无法领奖)。
8 .具体开奖时间、地址于开奖前一周在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版上公布。
联系电话：0535-6272328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
1601

本周日，西炮台植树活动
与您不见不散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苗华茂) 近日，由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和烟
台市林业局共同主办的

“让绿色围护烟台”义务
植树活动，受到众多市
民的青睐，报名总人数
目前已经超过2000人。第
二期植树活动设在西炮
台，报名现已截止，想参
加本报植树活动的市民
和企业可报名第三、四
期活动。

11日上午的植树活
动，地点位于西炮台山
上，所有参加植树活动
的市民，请于当天上午8

点半到西炮台纪念碑前

广场集合。植树活动将在9

点开始。本次植树活动，本
报将免费向市民提供1000

棵侧柏树苗。植树工具本
报可以提供一部分，有工
具的市民也可自带。

3月18日和3月25日，
本报将组织第三期和第
四期植树活动，地点位于
套子湾海边的芝罘林场
内。欢迎市民和企业报名
参加，您可以致电本报热
线电话，1 3 6 8 5 3 5 0 7 1 1、
13589875032进行报名。也
可以登录本报的新浪微
博(今日烟台)或登录本报
的腾讯微博 (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进行报名。

低潮潮时 04:18 16:31

高潮潮时 10:34 22:47

今天 晴/多云 -2-3℃

明天 阴/多云 -3-5℃

烟台市公务员招考
取消核减12个招考计划

人
事

本报3月8日讯(通讯员 郭明鑫 记者 毛旭松)

为满足广大乒乓球爱好者的需求，带动俱乐部的良性发
展。17路论坛乒乓球俱乐部2012年正式采用会员制，现面
向社会招募会员。详情请登录：http://www.17lu.cn查询。

植树地点

17路论坛乒乓球俱乐部招募会员
招
募

本报3月8日讯(记者 侯文强) 由于报名人数不足，
烟台市公务员招考中有12个岗位被取消或者核减。其中
取消的岗位有8个，报名人员可以改报其他职位。

取消的职位包括，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建
设管理职位、栖霞市地税局基层税收管理职位A、烟台市
网络文化办公室综合管理职位、烟台市供水项目办公室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防洪信息管理职位、福山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普通管理职位、龙口市下丁家镇
综合管理职位、莱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综合管理职
位、莱州市司法局基层司法所司法行政职位B。

另外，海阳市乡镇机关综合管理职位核减1个招考
计划；莱阳市乡镇机关综合管理职位核减1个招考计
划；长岛县乡镇机关综合管理职位B核减2个招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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