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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打打本本报报热热线线，，和和专专家家聊聊聊聊烦烦心心事事
今天9：40-11：00，心理专家赵树玲做客本报解惑，市民可拨6610123咨询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王永
军 李大鹏) 从2003年开始，9

月10日被定为世界预防自杀
日。随着生活节凑的加快，越来
越多的市民感觉生活压力大，
精神紧张。进而可能产生焦虑
症、抑郁症等，更有甚者，会选
择自杀。10日上午，烟台毓璜顶
医院康复医学科心理专家赵树
玲将做客本报，现场接听热线，
解答市民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
咨询。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可
拨打本报热线6610123，和专家
一起聊一聊。

据 烟 台 市 疾 控 公 布 的
2012年烟台市民死亡档案显
示，自杀位列第五大死因。专
家分析 ,自杀集中的年龄段可
分为年轻群体和中年群体，年
轻群体自杀多因学业压力、情
感伤害等，中年群体自杀则多
因生活、事业上的压力。

“人不可能不遇到问题，
关键是怎么看待。”赵树玲说，
人从出生起，就需要不停面对
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停地选
择。遇到问题很正常，关键是
要把积累的负面情绪及时宣

泄出去。人在不同阶段遇到的
心理问题肯定不同，但也有相
通性。市民一定要学会敞开心
扉，把一些想法和朋友交流沟
通，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遇
到的各种烦恼进行有效纾解

赵树玲告诉记者，现在很
多市民对于心理咨询还是存
在误区，认为找心理医生就是
有病，怕别人知道了，面子上
过不去。“有问题还真得找心
理医生进行干预。”赵树玲说，
普通的心理焦虑可以自行纾
解，但严重者必须借助心理干

预。
“期待我们每个市民都能

拥有一个健康心态，从容面对
生活。”赵树玲介绍说，如果我
们能用一颗阳光心来看待生
活，世界或许就是一个崭新的
模样。

10日上午，赵树玲会做客
本报，接受市民现场问询。想
和心理专家近距离沟通的市
民朋友们可以在10日上午9：40
-11:00，拨打本报热线6610123，
向专家倾诉烦恼，寻求心理指
导。

聊城市党政企

考察团来烟考察

本报9月9日讯 8日—9日，聊城市
委书记林峰海、市长王忠林率聊城市党
政企考察团来烟台，就企业重点项目建
设、转型升级、品牌培育等工作进行考
察。市领导张江汀、孟凡利等分别陪同
活动。

张江汀说，聊城与烟台同为山东省重
要城市。当前，两地的发展都面临千载难
逢的历史机遇，聊城是中原经济区这一国
家战略的重要城市，是省里提出的“一圈
一带”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台集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
济区两大国家战略于一体，两地有许多领
域可以合作，许多经验可以交流。

林峰海表示，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
全省前列，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借
鉴。希望通过此次考察，进一步推动两
市加强交流、深化合作。 本报记者

国家职业资格

统一鉴定报名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蒋慧晨 通
讯员 隋成) 从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获悉，2013年下半年国家职业资格全国
全省统一鉴定于11月16、17日开考，烟
台市从现在开始报名，报名日期截至9

月30日。
据了解，全国统一鉴定职业范围为

物流师、心理咨询师、理财规划师、营销
师(二级、一级)、网络编辑员(二级)、秘
书(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项目
管理师、职业指导人员、企业信息管理
师、企业培训师。全省统一鉴定职业范
围为：公共营养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物
业管理员、广告设计师、企业文化师、育
婴师、室内装饰设计员、电子商务师、速
录师、养老护理员、房地产策划师等。

具体报名事宜可登录烟台市人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网 站 ( h t t p : / /
rshj.yantai.gov.cn/)查询“职业技能鉴定”
专栏。相关报名事宜，可咨询烟台市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地址：莱山区府后路2

号609室，电话：0535-6246990。

后天将举办

统计开放日活动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
讯员 柳进岭) 对于市民来说，CPI并
不稀罕，但这些数据是怎样出炉的？又
有什么作用？想必很多市民并不清楚。
随着9月20日“中国统计开放日”的到
来，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将于9月12

日，在毓西路举办庆祝宣传活动。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一位工作

人员介绍，今年是第四届“中国统计开
放日”，由于9月20日正好是中秋假期，
所以将活动提前至12日。活动当天，将
在毓西路发放有关统计知识的传单，讲
述“世界统计日”与“中国统计日”的由
来，并现场给市民答疑解惑。

政企联动除隐患
近日，海阳市供电公司与安监、经

信等部门成立高危客户供用电安全隐
患督查组，开展专项普查，全力保证高
危客户用电安全。 (王天波 董波)

10日下午1点半，团市委
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专家于
敬东走进烟台十二中，为初二
学生答疑解惑，帮助同学们走
出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
惑。

烟台市1 2 3 5 5青少年服
务台是共青团烟台市委为
疏导青少年心理困惑、提供

法律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
搭 建 的 以“ 1 2 3 5 5 ”服 务 热
线、网站等信息服务手段为
依托的服务平台。10日下午
1点半，1 2 3 5 5热线心理专家
于敬东将走进烟台十二中，
为初二学生们现场答疑解
惑。

“青少年占据了心理咨

询服务的 6 5 % 。”于敬东告
诉记者，向他寻求心理咨询
的，很多是青少年。青少年
容易遭遇困惑，产生厌学、
注意力不集中、逆反、适应
能力差等情况。尤其是初二
学生，经历了小升初的磨合
期，已开始逐渐找到学习的
感觉。这个时候要学会和父

母沟通，克服学习中遇到的
困难，多交朋友，寻找到自
己的定位。

于敬东说，他会根据初二
学生的特点讲解一些注意事
项，最重要的还是和学生现场
交流互动，帮他们走出心理困
惑。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宋佳

白白石石区区片片选选房房，，2200层层以以下下房房源源受受欢欢迎迎
建议居民准备多套选房方案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
园园) 经过搬家、交房、抽取
选房顺序号等一系列程序后，
9日，白石区片选房顺序号在
前50号的居民开始选房。从9

日上午25位选房人的选房情
况看，多数选房者喜欢选择20

层以下的房源。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不

少近日选房的居民，还没有
确定所选的房源，主要是没
确定选择的楼层。“2 4号、2 5

号、22号楼都行，就是还没确
定选哪层。”一位居民说，以
前住多层住习惯了，不想选
楼层太高的，但选择楼层低
了也不好，准备在10-20层之
间选一个。和这位居民一样，
还有很多选房者都选择了20

层以内的房源。
9日上午，首批25位选房

人选房完毕，平均5分钟就选
一户，一天共有49户居民选到
了心仪的房源，暂有1个号码
未抽取，封存在公证处，待尚
未参加现场抽取顺序的首批
交房人到公证处抽号后，再按

规定选房。
记者看到，指挥部院内，

专门设立了已选房源公示栏，
工作人员会把已被选走的房

源标上红色标识。方便居民根
据公示结果提前调整选房方
案，避免因选择的安置房不合
适而影响选房速度。指挥部提

醒居民，在选房之前，居民需
预备数套选房方案，如果心仪
的安置房被别人挑走，可采用
第二、第三套等选房方案。

机机动动车车维维修修师师傅傅们们，，开开始始换换上上岗岗证证啦啦
换证涉及5000余人，换证时间截至12月31日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孙
健) 9日，记者从烟台市交通
运输管理处了解到，烟台市机
动车维修检测人员从业资格
证换发工作已于本周正式启
动。

“此次换证工作是在交通
运输部和省交通厅的统一部
署下进行的，将统一换发由交
通运输部印制、全国通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市运管
处从业人员管理科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此次换证的对象

是持有烟台市运管处核发的
《山东省汽车维修从业人员上
岗证》的人员。据了解，自2014

年1月1日起，旧版维修从业人
员上岗证自行作废，同时运管
处将不再受理旧证换发申请，
各位持旧证的维修工师傅务
必在今年12月31日前申请换
发新证。

另外，据介绍，此次维修
从业人员上岗证的换发共涉
及5000余人，时间紧、任务重，
为保证换证工作顺利进行，
此次换发工作采取企业集中

报送、统一培训考试、集中换
发的方式进行。即日起凡持
有市运管处核发的《山东省
汽车维修从业人员上岗证》
的维修工作人员，应如实填
写《机动车维修检测人员从
业资格证件换发、补发、变更
登记表》，并携带1寸个人近
期彩色免冠照片 4 张，身份
证、旧版上岗证、毕业证书、
驾驶证等有效证件的原件与
复印件向发证地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提交换证申请材料，
由企业统一报送换发的还需

提 交 企 业 法 人 授 权 的 委 托
书。对于持证但不在岗的维
修工师傅，可直接备齐换证
材料到当地运管部门直接办
理换证事宜。

经审核合格后，换证人员
还需统一参加市运管处组织
的培训考试，考试合格的方可
换发新证并同时收回旧证。目
前，市运管处从业人员管理科
已开通咨询电话，即日起广大
维修工师傅可拨打6692532对
换证工作及其他相关问题进
行咨询。

海阳供电

近日，海阳市供电公司实行“一月一
查一通报”，明察暗访，督促各营业窗口改
进服务薄弱环节，查找服务短板，确保客户
满意度不断提升。 (王天波 董波)

明查暗访提服务

相关新闻

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专家走进烟台十二中

9日上午，前25户选房完毕后，工作人员把所选房源做上红色标识。 本报记者 李园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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