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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青少年IT创意设计大赛启动
有什么IT创意，赶紧报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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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5℃/19℃

上海 晴转多云 7℃/16℃

济南 晴转多云 12℃/18℃

青岛 晴 4℃/12℃

大连 晴 2℃/9℃

东京 多云转晴 3℃/13℃

大阪 小雨转多云 5℃/12℃

首尔 多云转小雨 2℃/14℃

釜山 晴 7℃/18℃

据中国天气网1日18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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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仓占比榜

有用

据东方财富通

福山区首颁文学艺术奖

45件作品获奖

文化

今天 晴 10℃/5℃ 西南风 3-4级

明天 多云 11℃/6℃ 东北风转东南风 3-4级

空气污染扩散条件指数：良
今日较冷，建议着厚外套加毛衣
等服装，年老体弱者宜着大衣、
呢外套加羊毛衫；
今日适宜洗车，未来持续两天无
雨天气较好，适合擦洗汽车，蓝
天白云、风和日丽将伴您的车子
连日洁净。

考试

2013年专升本考试

4月3日起网上交费

“亚洲激励天后”王琳来烟授课
《魅力女性精英班》让所有女性事业家庭双丰收，拥有美满人生

天气

雨后转晴气温渐升

今日微风徐徐 本报4月1日讯 2013年专升本考试采用
网上报名及填报志愿的方式，网上报名及填报
志愿时间为3月31日至4月2日每天9：00至16：
00。网上交费时间为4月3日至4月8日，每天9∶00

至16∶00。打印准考证时间为4月21日至23日每
天9：00至16：00。

4月27日至29日考试，考试科目共4门，其
中2门公共课、2门专业综合课，部分职业技能
和操作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要进行技能测试。
符合条件的应届专科(高职)学生及退役士兵
均可报名专升本。考生报名时登录h t t p : / /
crbm.sdzk.gov.cn，凭本人姓名及身份证号进入
系统。符合报考条件的退役士兵应于4月8日到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集中进行资格审
查和现场报名。 记者 李楠楠

本报4月1日讯 一场小雨洗净了浮尘，4

月2日烟台天气回升，微风拂面，是个踏青寻春
的时节。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影响烟台的一
股冷空气已经远离，接下来三天的天气将以晴
为主。

烟台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数据显示，烟台
市区及各县市区，2日白天，天气晴天到少云，
西北风傍晚转西南风，都是3到4级，最高气温
沿海10℃，内陆12℃；2日夜间到到3日白天，天
气晴转多云，西南风，傍晚转东北风，4到5级，
气温4℃到14℃；3日夜间到4日白天，天气多
云，东南风，气温4℃到16℃。

记者 王晏坤

本报4月1日讯 福山区日前召开了全区
宣传文化工作暨“福在福山”文明行动动员会
议。会上首次颁发了“福山区文学艺术奖”，评
选出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0月30日该区优秀
文学艺术作品45件，涵盖书法、美术、文学、曲
艺、音乐、舞蹈、民间艺术7个门类。书法《题西
林壁》、中国画《镜里人家二青天》、长篇历史小
说《王懿荣》、长篇小说《福山旧事》等产生重要
影响的作品都在获奖作品之列。

记者 刘清源

本报4月1日讯 4月13至14日，亚洲八大名
师、亚洲地区最受欢迎及推崇的十大企管名师
之一王琳老师公开讲授《魅力女性精英班》课
程。

王琳老师被誉为“亚洲激励天后”及“亚洲
企管名师”，是多家媒体节目主持人及专栏作
家，她深切了解每一个生命价值的可贵性，以及
事业目标与人生目标相结合的重要性，希望协
助更多的女性朋友在自我成长、事业发展、家庭
和谐及人际关系上，获得“健康、快乐、希望”的
成功人生。

本次课程大纲主要有：E时代女性精英的创
新思维、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形象塑造与魅力展
现、自我魅力测验与解析、人际关系经营的对象
与效益、健康个性的衡量方法、人际关系的障碍

点分析、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具体方法、家庭婚
姻启示、卓越女性主管的五大管理功能、卓越女
性主管的六大管理能力、卓越女性主管的人性特
质等模块。本次课程的目的旨在帮助E世纪女性
具备创新思维，让女性活得更加从容自在、游刃
有余，全方位的生涯规划让现代女性掌握竞争优
势、实现梦想，并且突破事业障碍提升解决问题
的专业能力；同时展现魅力与形象塑造，让你赢
在起跑点。

主办单位：聚成股份烟台分公司
会议地点：莱山区港城东大街1103号颐正苑

大酒店
会议时间：2013年4月13-14日
票务咨询：0535—6688726

本报咨询电话：15563860633 李顺高

阁百度日前低调测试百度微
购功能。比如：用户在百度搜
索框输入iPhone4s，在搜索结
果页面，即呈现出商品的具体
价格信息，目前显示合作方是
京东商城。用户可以直接在百
度页面下单，填写手机号、验
证码、地址等信息，货到付款，
完成购物所需的所有流程。

阁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
《网络发票管理办法》，并于4

月1日起施行，以规范网络发
票的开具和使用。目前大多数
市民对网购不开发票习以为
常，没有要求店主开发票的意
识，现在大家可以名正言顺问
店主要网络发票啦！

阁辛辛苦苦买了一套房住进
去发现不能上网，无比郁闷有
木有？以后这事不能有了。日
前住建部、工信部联合下发通
知，4月1日起新建住宅光纤必
须全部到户，验收不合格不予
交房。老住宅也要实行光纤到
户改造，全面解决“最后一公
里”的难题。

阁由姜超、姚芊羽、何昊阳、李
佳璇等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幸
福满满》4月2日央视八套黄金
时间开播，聚焦“80后”的情感
婚姻故事。

4月2日 星期二

鲁信影城影讯

《厨子戏子痞子》数字

参考票价：50元
导演：管虎
演员：刘烨/张涵予/黄渤
类型：喜剧/动作
时长：110分钟
场次(普通话)：09：40、11：00、12：10、
13：00、14：30、15：20、17：40、18：40、
19：40、20：35

《毒战》数字

参考票价：50元
导演：杜琪峰/韦家辉
演员：孙红雷/古天乐/黄奕
类型：剧情/动作/犯罪
时长：110分钟
场次(普通话)：10：40、14：10、16：30、
19：00、21：10

4月2日 星期二

08：00 新浪直播 NBA常规
赛 魔术VS火箭。

10：30 CCTV5/CNTV NBA

常规赛 步行者VS快船。
13：00 CCTV5/CNTV 2013中

国电视围棋快棋赛-半决赛。
14：30 CCTV5/CNTV 2013全国

跳水冠军赛-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
16：00 CCTV5/CNTV 2013全

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9公斤级决
赛。

19：40 CNTV/新浪直播 亚
冠 江苏舜天VS武里南联。

20：00 CNTV/新浪直播 亚
冠 本尤德科VS北京国安。

本报4月1日讯 从烟台IT科技馆获悉，
由烟台市经信委和烟台市教育局主办的烟台
市第三届“东方电子杯”青少年IT创意设计大
赛开始接受报名，全市的大、中、小学生可以
通过手绘、电子绘画、PPT及短片形式展示自
己的IT创意。

据了解，第三届全市青少年IT创意设计
大赛定于2013年1月至2013年10月在全市范围
内举行。大赛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突出“安
全”、“高效”、“便捷”、“绿色”的理念。

烟台IT科技馆馆长王少煜介绍，参与大
赛的作品可以是手绘图画、电脑绘图、PPT及

短片的任意一种形式，将通过业内专家评审
与观众投票评比相结合的形式，遴选出一批
好作品，进行展览和表彰，本次大赛高中、初
中及小学组优秀作品将由大赛组委会推荐参
加“第十五届烟台市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大
赛。 记者 齐金钊

导演：于仁泰
主演：郑少秋 郑伊健 周渝民 李晨 吴尊 徐帆
类型：古装/动作
上映日期：4月4日

看点：
《忠烈杨家将》取材自宋朝杨家将故事中最为惨烈的金

沙滩-两郎山之战，将其改编成七子冒险救父的故事，借据
真实的战争体现兄弟情义，忠烈卫国，并带出中国人对父母
那份无尽的孝心，该片热血刺激，悲壮感人。

体彩
排列3第1 3 0 8 4期中奖号码
为：1、2、5。
排列5第1 3 0 8 4期中奖号码
为：1、2、5、9、2。
大乐透第13036期中奖号码
为前区：08、12、32、33、35,后
区：03、05。
12选2第13036期中奖号码为：
03、05。
联网22选5第13084期中奖号
码为：03、05、09、20、21。

福彩
23选5第2013W084期 :04、07、
13、15、16。
3D第2013D084期：7、2、1。
七乐彩第2013Q036期基本号
码：01、05、12、17、20、23、27，特
别号码：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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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

希望工程“一助一”助学行动启动

200名贫困小学生待帮助

本报4月1日讯 2013年烟台市希望工程
“一助一”助学行动启动，截至5月31日所捐款
项发放到位。此次资助名额为200名家庭困难
的小学生，资助标准为每年350元。

据悉，烟台市希望办每年组织三次资助发
放活动，此次是今年第一次助学行动。除此次
资助的200名小学生外，有意愿捐助初中生、高
中生以及大学生的爱心人士，可电话联系市希
望办。资助标准为：小学生每年350元助学金，
初中生每年550元，高中生650元，大学生每年
1200元。 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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