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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C11

想去赛百味兼职吗？快报名吧
又有4家企业加入“本报帮高考学子找兼职”活动，参与热线：13022745580

本报6月1 7日讯 (记者 蒋
慧晨 ) “本报帮高考学子找兼
职”活动又引来 4个爱心企业。
1 7 日，赛百味毓璜顶店、烟台
碧海饭店、好园家常菜馆和牟
平迅洁汽车用品4家企业报名，
愿为高考学子提供兼职 (详见
右表 )。

“我一直关注咱们报纸，可
是没有和播音主持类相关的，
父 母 劝 我 去 做 一 段 时 间 销 售
员，吃吃苦，练练表达能力。”家
住惠安小区的孙同学第二次打
来热线说，她学习播音主持，一
心想在假期中找一份相关的兼

职，可多方打听，一直没有找到
类似的招聘信息。后来听了父
母建议，打算先做一段时间促
销员。

17日，赛百味毓璜顶店的陈
先生致电本报，要为学子们提供
兼职。“赛百味要求员工在工作时
严谨，一丝不苟。学生们在这里工
作一段时间，会锻炼严谨的习
惯。”

“本报帮高考学子找兼职”活
动继续征集爱心企业，如果您能
为并愿为贫困学子提供爱心岗
位 ，请 给 我 们 打 电 话 ，热 线 ：
13022745580。

企业名称 岗位 薪资 工作地点 要求 联系电话

赛百味
毓璜顶店

店员1-2人
8元/小
时

毓璜顶医院斜对
面赛百味

岗前要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要求应
聘者相貌端正，口齿清晰，会讲普通话。女生身
高要求163cm以上，男生身高要求170cm以上。

0535-6266809

王店长

烟台
碧海饭店

餐厅服务员10

人

50元/

天（日
结）

芝罘区南大街236

号(西南河路与南
大街交汇处，文化
广场对面)

工作时间为周六、周日9：00-16：00，包午饭。
男女均可，能吃苦，服从管理者管理、安排。

0535-6583986
18660008529

李女士

好园家
常菜馆

服务员1-2人
7元/小
时

烟台莱山区百信
妇科医院旁边

工作时间每天11：00-14：00，最高干满一个
月，工资5天一结。要求应聘者勤快，能吃苦。

15965197661

王经理

牟平迅洁
汽车用品

销售员（芝罘
区、开发区、福
山区各1-2人）

50元/

天
各个洗车店、汽车
配件店、4S店等

每天工作8小时，销售汽车玻璃水，业绩突出
者会有现金奖励。要求应聘者能吃苦，善于
沟通、交流。

13854510222

王经理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蒋慧
晨 通讯员 吕晓君) 17日上
午，烟台康爱眼科医院“百万公益
温暖‘爱眼月’”双项公益基金补
助计划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主要
针对老年人和高考学生，符合条
件的患者可申请800-1000元补助
金。

6月6日是全国第18个爱眼
日。“我们希望天天都是爱眼日，
所以我们将爱眼日放大为爱眼
月，全月都来做公益，以此增进老
百姓的爱眼护眼意识，同时尽可
能地帮助有需要的患者享受光
明。”烟台康爱眼科医院总经理赵
峰说。

“爱眼护眼，我们觉得要以眼
病防控、全民防盲为主。”康爱眼科
医院业务院长由海涛介绍，目前全
球有六大致盲性眼病，白内障为首
位致盲性眼病，且多发于老年人群
体。通过手术治疗，绝大多数人完
全可以避免失明。为此，烟台康爱
眼科医院将“白内障惠民补助计
划”列为此次公益活动的重点。

位于第6位的致盲性眼病是
高度近视，青少年则是高度近视
防控的重点。不少拥有升学梦、军
校梦的学生因为近视不得不与梦
想的大学“擦肩而过”，为了不让
他们的人生因近视而缺憾，康爱

眼科医院特别推出“优惠摘镜，轻
松圆梦”的摘镜基金补助。

据了解，康爱眼科医院将投
入10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烟台市
医保的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自付
部分的救助，以及青少年近视眼
患者近视手术补助，以减轻患者

的家庭经济负担，帮助白内障患
者重拾光明，让青少年近视患者
重获清晰视界。

康爱眼科医院业务院长张风
进介绍，凡符合补助条件的患者
可以通过康爱眼科医院补助热线
(0535-6531866)申请，持有准考证

或准考证复印件的高考生至该院
做近视手术，可申请高达1000元
的补助基金，医保的白内障患者
至该院做白内障手术可申请800-
1000元的专项基金补助。此次活
动时间为2013年6月17日至2013年
8月31日。

本报6月1 7日讯 (实习生
赵雁宾 记者 柳斌) 17日上
午，烟台大学网站贴出 2 0 1 3年
夏季征兵报名通知。据了解，随
着高考结束和大学生新学年接
近尾声，烟台新一轮的征兵工
作也开始提上日程。从今年起，
冬季征兵调整为夏季征兵，即

调整为每年7、8月份开始征兵，
9月1日批准入伍。

根据政策，从2013年起，全国
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秋季，
使学生毕业时间与征兵时间有机
衔接。这是自1990年实行冬季征
兵23年以来，首次调整征兵时间。
此次调整开通了“校门”到“营门”

直通车，有利于最大限度征集高
学历青年入伍，从源头上提高征
集兵员整体素质。

据了解，新兵的体检、政审和
征集工作将于8月1日全面展开，
至9月30日结束。除征集时间变化
外，2013年度征兵对征集对象的
年龄、身体、文化等条件要求没有

变化，征集流程也与往年基本相
同。

据了解，此次征兵主体将向
应届毕业生转移，同时，还将对收
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高中毕业生
出台保留学籍入伍优待政策，解
决当兵与入学双向矛盾、单一出
路问题。

记者 蒋慧晨 整理

高考学子治近视，可领千元补助
治白内障和高度近视，康爱眼科医院有优惠

烟台夏季征兵开始报名
23年来首次调整征兵时间，开通了“校门”到“营门”直通车

烟台康爱眼科医院双项公益基金补助计划启动。 记者 蒋慧晨 摄

本报6月17日讯 17日，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官方网站
发布《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
司召回舒驰客车》一文。

全文内容为：日前，烟台舒驰
客车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
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2013年6月16日起，召回
2004年9月至2013年3月10日生产

的舒驰牌YTK6890、YTK6798H、
YTK6126客车，共计65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的乘客
座椅固定部位存在设计缺陷，
座椅单边固定强度不足，车辆
发生事故时，固定螺栓会从地
板脱落，导致座椅倒伏，造成人
员伤害；极限情况下座椅靠背
拉手也会导致乘客二次伤害，
存在安全隐患。烟台舒驰客车

有限责任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
围内车辆的固定装置前后轴加
焊固定钢板并拆除乘客座椅靠
背拉手，以消除安全隐患。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将通过信件专送及电话、短信等
方式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拨打
客户服务热线0535-7458006、0535
-7458016咨询。用户可拨打客户
服务热线0535-7458006、0535-

7458016进行咨询。用户也可登录
国 家 质 检 总 局 网 站
(www.aqsiq.gov.cn)，国家质检总局
缺 陷 产 品 管 理 中 心 网 站
(www.dpac.gov.cn)及中国汽车召
回网(www.qiche365 .org.cn)，或拨
打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
心热线电话：0 1 0 - 5 9 7 9 9 6 1 6、
65537365，了解更多信息。

本报记者

烟台舒驰客车公司召回652辆客车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宇欢 栾小乔)

从市城管局排水处获悉，2013

年市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市政
府周边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将于
19日开工建设。此次改造涉及新
苑路-迎春大街段、迎春大街-

府后路-芙蓉路段、银海路段、
烟大路段、黄海路与清泉路路口
段。

由于市政府周围地势低洼，
现有雨水排放系统无法满足城
市排涝要求，一到雨季就致使迎
春大街和市政府周边多处点位
积水严重，为加大此区片的雨季
排涝能力，需对几条积水严重的
路段进行排水系统升级改造。

为解决这些路段积水问题，
本次改造分别在四季花城北侧、
迎春大街、府后路及长安路、银
海路、烟大路等路段砌筑雨水方
沟及铺设大口径雨水管道，改造
后，雨水将直接通过雨水管排至
逛荡河。通过此次管网改造，能
有效解决市政府周边汛期来临
时的道路严重积水等问题。

市政府周边雨水管网

改造工程明日开工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刘
清源 通讯员 叶杏) 20日，
卫生部“骨密度流动检测车”将
走进烟台山医院，为港城市民进
行骨质疏松免费诊断活动。据
悉，“医疗质量万里行·骨质疏松
症专题活动”是卫生部医政司和
中国医师协会联合主办的，烟台
山医院作为“卫生部骨质疏松诊
疗基地”，成为今年山东省第一
站。

本次活动中引进的卫生部
“骨密度流动检测车”是中国第
一辆，也是唯一的专业双能X线
骨密度 (DXA)筛查车。烟台是

“骨密度流动检测车”走进山东
的第一站。届时烟台山医院骨科
专家、烟台市骨质疏松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沈炳华教授、脊柱外
科副主任刘建青、风湿科主任尉
世同、内分泌科主任隋国良、肾
内科主任林淑华、保健科主任蔡
淑霞、妇科方世兰等专家将现场
坐诊。

本次活动参与人群为未曾
接受过骨密度检查的市民，其中
男性60岁以上，绝经女性50岁以
上。活动地点在烟台山医院院
内，时间为6月20日(周四)08：30-
12：00，13：30-17：00。全市限名额
300名，请市民拨打烟台山医院
电话6602138提前预约。

周四烟台山医院

免费诊断骨质疏松

全市仅限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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