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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小到中雨/阴 2-13℃

栖霞 小到中雨/阴 1-12℃

龙口 小到中雨/阴 2-12℃

招远 小到中雨/阴 1-13℃

莱州 小到中雨/阴 2-13℃

莱阳 小到中雨/阴 1-12℃

海阳 小到中雨/小雨 2-11℃

长岛 小到中雨/阴 1-11℃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阵雨/晴 5-11℃

上海 阴/雷阵雨 9-25℃

济南 小雨/阴 4-16℃

青岛 中雨/小雨 4-13℃

大连 雨夹雪/多云 0-5℃

东京 多云/中雨 3-12℃

大阪 阴/中雨 11-16℃

首尔 小雨/阴 0-14℃

釜山 晴/雷阵雨 13-17℃

据中国天气网1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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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

蓬莱招聘60名中小学教师

4月10日开始报名，要求年龄30周岁以下

4月7日博物馆有场历史文化大讲堂
讲述《胶东移民及其民俗》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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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
事

来源：搜狐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张奇业 陈宗毅 记者
侯文强) 1日，2012年蓬莱市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简章
在蓬莱教育信息网(http://www.pledu.net)上公布，蓬莱
计划招聘60名中小学教师，4月10日开始接受报名，要求
报考人员年龄在30周岁以下。

报名采取现场报名与电子邮件报名结合的办法。通
过电子邮件报名的时间为4月10日至4月11日，电子邮箱为
pllfh@126 .com。现场报名时间是4月12日至4月13日，报名地
点为蓬莱市郝斌中学多功能厅(蓬莱市县后东路68号)。笔
试时间为4月21日。咨询电话为0535-5643260，监督电话
为0535-5643526。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周霞 记者 侯文强
刘清源) 烟台市博物馆将于4月7日上午9点半举办
第四期历史文化大讲堂，由民俗专家吕伟达讲述《胶
东移民及其民俗》，市民可到烟台市博物馆新馆负一
层多功能报告厅免费听讲座。

本次讲堂将主要讲解胶东地区历代移民情况；元
代爆发移民背景；元代登莱土著及移民氏族；明代基
本国策——— 移民，包括军屯、民屯、商屯；登莱地区闯
关东现象；登莱地区海外移民现象；烟台移民民俗及
其影响，及烟台各地县志民风文化特征等内容。

排列3第12085期中奖号码：
4、7、8

排列5第12085期中奖号码：
4、7、8、4、7

七星彩第12037期中奖号
码：7、7、4、7、7、6、1

联网22选5第12085期中奖
号码：04、09、14、15、20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奖截
止日为2012年5月30日，逾期作
弃奖处理。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4月1日

碰瓷营销：是出现在企业营
销中的一种炒作方式，通常是弱
小企业主动发声，指控行业中比
较强大的企业侵犯自身权益，在
引起舆论关注后，企业的知名度
也随之提高。

地沟机：指将回收的废旧手
机运用简陋的技术进行翻新后
再销售的手机，中国每年废弃手
机 1亿部，若合理回收可提取
1500公斤黄金

(由互动百科提供)

3月七大网络热词

11 向钱葱 点击量153780

杜甫涂鸦 点击量126705

奢侈动车 点击量109478

油价哥 点击量10504144

55 闰秒 点击量95762

66 合并体 点击量85769

77 白色情人节 点击量80243

今天 小到中雨/小雨 2-12℃

明天 多云/晴 3-9℃

爱心义卖

3月30日下午，莱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在学校广场举行了“学雷锋 手牵手”
爱心义卖活动。师生共出售了自己不用
的物品1950件，成交金额8984 . 8元，这笔
钱款将用于捐助贫困老人、学生，并成
立爱心基金会。 (本报通讯员 姜金胜

记者 刘清源 摄)

考
试 三项资格考试清明节后报名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张春光 记者 侯文强)
2012年度土地登记代理人、质量、社会工作者三项职业资
格(水平)考试4月5日至20日报名。

报 考 人 员 可 登 录 烟 台 人 事 考 试 信 息 网
(www.ytrsks.gov.cn)报名，并在规定的位置签名。然后由单
位统一持毕业证、身份证等证明材料到当地人事考试中
心进行现场审核和网上缴费，现场审核时间为4月18日至
20日，网上缴费时间为4月18日至21日。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孙淑玉) 记者获悉，为保障
天然气供用气安全，4月新奥燃气将组织专业维修队伍
对室内天然气设施进行计划检修。此次主要针对管道及
设施的气密性状况、固定状况；锈蚀管道防腐、更换；各
项安全隐患整治等方面进行检修。

此次检修区域为：新海阳西街、新海阳街、新海阳北
街、青杨街、青松街、大海阳路、世平路、世兴路、世裕路。
奇山中街、奇山路、塔山东街、塔山西街、翡翠路、福州干
休所、新疆干休所、南河南崖、宁海路、上塔路、上山路、
上夼大厦、上夼东路、四眼桥。

4月,新奥燃气

开始对室内天然气设施检修
燃
气

1、4月2日,都是“张宇”惹的祸——— 2012年保利院
线巡回演唱会将在烟台大剧院上演。
2、由马苏、李小璐等主演的电视剧《AA制生活》

将于4月2日在湖南卫视播出。
3、铁道部预计4月2日将迎来清明期间客流最高峰。
4、泰山东岳庙会将于2012年4月2日—4月7日隆重启会。
5、4月2日09:00，CCTV5将播出NBA常规赛：湖人vs勇
士。14:00将播出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云南保山
站。16:00将播出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48公斤级决赛。
6、4月2日15:00新浪直播(Sinatv)将播出中超：贵州人和
vs河南建业。

有
用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琪 柳
斌) 3月31日，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市人大常委会会
议厅举行。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
任李淑芹，副主任张维利、于旭华、
王建国、王玉波等常委会组成人员
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特邀咨询

刘为群，副市长杨丽，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尹佐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李建新等列席会议。

李淑芹、张维利分别主持全体
会议。会议听取了王建国所作的烟
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王建
国、尹佐海、李建新分别提请人事任
免事项。经过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
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名单和人事任免名单。李淑芹向
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讲话。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琪) 1日，记者获悉，清明
期间，烟台市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降水时间将出现
在2日白天到夜间。另外，小长假期间南、北大风转换频
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具体预报如下：

2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风转北
风，海面6-7级阵风8级，陆地5-6级，5～14℃。森林火险
气象等级：4级。3日白天：晴到少云，北风转西风,海面6

级，陆地4-5级，3～12℃。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3日
夜间到4日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海面6-7级转6级，
陆地4-5级，2～16℃。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

清明小长假首日有雨
气
象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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