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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知道

市区道路开始全面维修
包括17条主次干道、13个社区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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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多云/阴 9-22℃

栖霞 多云/阴 8-24℃

龙口 多云/阴 9-23℃

招远 多云/阴 8-24℃

莱州 多云/阴 8-24℃

莱阳 多云/阴 8-19℃

海阳 多云/阴 8-16℃

长岛 多云/阴 9-22℃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阴 13-25℃

上海 阴/阵雨 17-22℃

济南 多云/小雨 12-29℃

青岛 多云/小雨 9-16℃

大连 晴/多云 7-12℃

东京 晴/多云 6-20℃

大阪 中雨 10-18℃

首尔 多云/晴 4-12℃

釜山 晴/阴 11-18℃

据中国天气网8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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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词

烟台发布旅游警示公告

赴泰国南部边境旅游需注意安全

旅
游

烟台南山学院公开招聘百余名教师
人
事

拇指消费:是指通过一部手机即
可完成逛街、选购、付款、交易的
消费方式，拇指消费因其随时随
地、个性化以及可管理等特点，
迅速被时尚群族关注。
隔代寄养:是指将孩子托付给外
祖母或者祖父母来寄养的养育
方式。隔代寄养一般呈现“重养
轻教”、“施教不当”等特点。专家
建议年轻父母们应“寄养”有度，
尽可能多地承担教养重任，促进
孩子塑造完整、健康的人格。

(由互动百科提供)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2012年烟台南山学
院公开向社会招聘百余名教职员工，岗位包括学院校级
领导、二级学院院长及学科带头人以及各教学单位骨干
教师。

据了解，校级领导岗位要求具有博士学历、正高职称；
年龄原则上在62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特殊优秀人才年龄可
适当放宽，一般具有五年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或相关管理工
作经历，具备较强的管理和组织协调能力；骨干教师要求硕
士及以上学历或副高以上职称(除明确要求外)，辅导员要
求大学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党员优先。

应聘者需提供如下材料：个人简历、学位证书、毕业
证书、职称证书、公开发表的学术代表作及反映个人能
力、水平的相关材料。上述材料请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
送到nanshxy@163 .com，联系电话：0535-8608881，0535-
8609860张老师、王老师。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宋淑香 记者 苗华茂)
8日，烟台旅游质监所发布旅游警示公告，泰国南部

边境近期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并造成人员伤亡。提醒广
大出境游组团社及市民，近期赴泰国南部边境旅游需
注意安全。

据介绍，泰国也拉、北大年、宋卡等地近期暴力事
件频发，已造成2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最严重的
爆炸案于3月31日相继发生在也拉府也拉市和宋卡府
合艾市，前者造成11死亡，100多人受伤；后者导致5人
死亡，500多人受伤。泰国政府已在泰南合艾等城市增
派警力，加强安全防范。鉴于目前泰国南部安全形势严
峻，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驻宋卡总领馆已向中国公民
发出安全提醒。

烟台旅游质监所提醒各出境游组团社及拟赴上述
地区旅游的市民，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尽量避免在近
期赴泰南北大年、陶公、也拉和宋卡府旅游。

山东高考体育生专项测试成绩

5月10日前可查

山东看点

国内热点

新闻排行榜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刘清源) 4月7日起 ,山东省
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高水平(优秀)运动员专项测试工作
在山东师范大学校本部正式开始，测试成绩5月10日前
可通过山东省教育招生网站查询。

测试分为专项测试和基本素质测试两项,测试成绩
综合计分。专项测试项目有田径(不含100米)、篮球、排
球、足球、乒乓球、体操、武术。基本素质测试项目包括
100米、立定三级跳远和原地推铅球。

1、卫生部拟撤销38种食品添加剂,食品颜色或变单调。
2、食用油奶粉洗发水等民生用品相继涨价。
3、京东商城暂停代购火车票。
4、住建部起草条例将清除保障房牟利空间。
5、河南漯河持枪殴打记者房管局副局长被刑拘。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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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4月8日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郭菲
丽娟 为超 记者 侯艳艳 见习
记者 于飞) 4月份，烟台市城管局
市政养管处将对市区道路进行全面
维修。预计5月1日前，所有道路维修
工作将全部完工。

本次维修的1 7条主次干道包
括：红旗中路、南大街、解放路、迎祥
路、西南河路、环山路、文化路、白石
路、大海阳路、青年路、建设路、电厂
东路、化工路、滨海路、环海路、空港
路、河滨路。

本次维修的1 3个社区街巷包
括：奇山社区、上夼社区、四眼桥社
区、向阳社区、南洪社区、市府社区、

民生社区、凤凰台社区、文化路社
区、青翠里社区、翡翠社区、塔山社
区、厚安社区。

工作人员介绍，本次道路维修工
作将首先对市区17条主次干道进行
热沥青修补，维修工作将从东向西开
展。为避免给市区交通增压，电厂东
路、滨海路等非交通拥堵路段将在白
天施工，南大街、解放路等车流量大
的主次干道，将在夜间(20：30—次日
6：00)维修施工。4月中旬左右，开始对
奇山社区等13个社区的小街小巷道
路病害展开拉网式维修，并采取“降
噪”施工方式避免扰民。预计5月1日
前，所有道路维修工作将全部完工。

11 曹国伟 45岁，新浪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他的门户网站包
括人气鼎盛的新浪微博。

22 丁伍号 45岁，中国福建省
晋江市361度国际有限公司总裁
兼常务董事。

33 高振东 45岁，中国苏州宝
时得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44 加里波第.托希尔 45岁，印
尼雅加达阿达罗能源公司首席
执行官，该公司是全球第四大的
单址煤矿冶炼商。

55 马云 47岁，中国杭州阿里
巴巴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66 孟尼斯·拉赫曼 41岁，他
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创办网站
Naseeb Networks Inc.，并担任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

77 托尼·费尔南德斯 47岁，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和Tune

集团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致
力于在亚洲推广低价航线。

88 维克拉姆·昌德 47岁，新
加坡维加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
该公司在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
推销和销售包装食品。

亚洲八大年轻企业家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低潮潮时 05：04 17：37

高潮潮时 11：22 23：52

今天 多云/阴 8-22℃

明天 小到中雨/小雨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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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鞠平 实习生 杜俊林
李新) “我捡到一个钱包，报社能帮忙找到失主吗？”
日前，本报接到热心市民马女士的热线，她说4日在芝
罘区浦发银行公交车站点附近捡到一个咖啡色钱包。

据了解,钱包里有1张身份证，失主名叫周聪燕，胶
州市人，还有一张农村信用社银行卡和中国银行的淘
宝校园卡，若干会员卡，以及一些证件照和大头贴。

请丢失钱包的周聪燕女士尽快与本报联系，失物
招领电话：15275560522。

垆寺佛陀文化传媒中心奠基
建成后向市民免费开放

文
化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王宣) 近日，千年古刹
垆寺隆重举行了灵鹫鸿苑和佛陀文化传媒中心奠基典
礼。

规划中的 垆寺传媒中心坐落在 垆圣境山水之
间。是一座多层的仿古建筑，中心采用四合院式的建筑

布局，占地面积4100 . 4平米。重建后的 垆寺将由僧人

自主管理，向市民免费开放，是烟台五区唯一一座正规
寺院，也是胶东地区一所重要的佛教文化圣地。 垆寺
的建成将成为烟台乃至胶东的又一处重要的文化和旅
游景点。

2012年高教自考4月14日开考招
考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 刘清源 ) 从市招考办获
悉，烟台市2012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4月14日、15

日进行。设芝罘区、龙口、莱阳三个考区，报考7294人 ,
15899科次。

其中芝罘区考区分为4个考点，分别是烟台第二
职业中专学校、烟台福安中学、芝罘区文化路小学、
芝罘区祥发小学，龙口考区位于南山学院。考试时间
为：9：00—11：30；14：30—17：00。

2003年——— 美伊战争结束，萨
达姆·侯赛因政权解体。
1984年——— 世界首座无人工厂
建成。
1967年——— 美国波音公司的波
音737客机进行首飞。
1961年——— 我国第一次夺得世
乒赛男子团体冠军。
1959年——— 美国宣布首批参与
水星计划的七名宇航员。
1 9 3 1年——— 纽约帝国大厦落
成。
1 8 6 5年——— 美国南北战争结
束。

9
4月

4月17日

烟台—佳木斯K1392/3次停运一天
客
运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张树人 记者 张琪) 8

日，记者从烟台火车站了解到，由于沈阳枢纽施工，4

月15日佳木斯—烟台K1394/1次停运，4月17日烟台—
佳木斯K1392/3次停运。

详情旅客可拨打电话：0531-12306咨询，或登录烟
台火车站网站www.ythcz.net微博weibo.com/ythcz查询。

道道路路

维维修修

历史上的今天

海阳公开招聘90名教师，4月9日报名。
4月9日是第七个“国际护胃日”。

9日14:00,cctv5将现场直播:2012年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东南赛区小组赛)。
9日07:00，比分直播将播出NBA常规赛：雷霆-猛龙。09:
00将播出NBA常规赛：国王-火箭。22:00将播出英超：热
刺-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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