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 位 电话号码

烟台市教育局 2101883

芝罘区教体局 6861359

莱山区教体局 6892100

开发区教体局 6396720

牟平区教体局 4232950

福山区教体局 2136177

高新区社会事务局 6922113

莱阳市教体局 7262555

招远市教体局 8246339

蓬莱市教体局 5646110

龙口市教体局 8579986

栖霞市教体局 5216978

莱州市教体局 2212113

海阳市教体局 3225115

长岛县教体局 3217421

糖尿病人，免费体验开始了！
增强免疫力，防控糖尿病及并发症

医众唐胶囊选用蜂胶、蜂王浆、糊精为
主要原料，运用目前最尖端的纳米微分子，
细胞破壁萃取和超真空二次定量分离技
术，经过高科技浓缩提炼而成。蜂胶可增强
免疫，升清降浊以降脂，生津止渴以治消
渴，故可补虚弱，化浊脂，止消渴，辅以蜂王
浆内含的胰岛素样肽类，适合高血糖，高血
脂人群。

最新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糖尿病久治
不愈的主要原因是深藏在体内的药毒、死
糖，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大把大把吃
药，药毒、死糖长期腐蚀血管神经，导致脑
出血、脑梗塞、心肌梗塞、坏疽截肢等并发
症不断出现。

医众唐胶囊含有蜂胶、蜂王浆、糊精等
多种成分共同作用，快速进入人体组合深
处，剥落沉积多年的死糖，并由肠道排出体
外，从而打通血管淤血和血循环障碍，净化

血液，养护血管，全面消除并发症，增强机
体的免疫力。

战胜糖尿病，消除并发症

蛤服用医众唐一星期左右，血糖显著
下降，手脚微热。

蛤服用15天左右，血糖持续平稳，四肢
麻木，皮肤瘙痒，视力模糊有了显著改善。

蛤服用一个月，胰岛功能恢复正常，血
糖平稳，免疫力提高，各种并发症得到控
制。

蛤服用2-3个月，精神饱满，体力充沛，
眼睛模糊，四肢麻木等并发症全面好转。

为了让广大糖尿病患者，消除顾虑，不
让患者花冤枉钱，现举办免费体验疗效活
动。时间三天，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热线：0535-6180039

公 告
蔡妮娜、庄婷

婷你们与我公司签
订 的 劳 动 合 同 于
2013年12月31日合
同到期，我公司决定
不再续签，请你们自
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公司办理劳
动合同终止相关手
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电话：0535-2955338

烟台市大圣人力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30日

C02 焦点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编辑：梁莹莹 美编/组版：贺妍妍 ·今日烟台

丧丧葬葬补补助助金金，，一一次次性性发发880000元元
发放标准居全省前列，今年12月底前将未发补助金发放到位

防艾进校园
29日，马山寨边防派出所的民警来到烟台市职业学院，举办了防艾进

校园活动。活动现场，边防民警为同学们介绍了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防治
手段，发放宣传资料，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并亲手为同学们佩戴了象
征意义的红丝带。 本报记者 李泊静 通讯员 黄炎均 摄影报道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蒋
慧晨 通讯员 蓬勃 ) 29日记
者了解到，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烟台市财政局联合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保费收缴和丧葬补
助金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
中要求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养老
金待遇领取人员，将按照800元的
标准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金。

据了解，今年7月末山东省
政府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建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实施意见》，将我省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建立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而记者
了解到，烟台市早在2011年8月，
就已经实施了统一的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此次在山东省文
件的基础上，烟台市对具体的缴
费标准和丧葬补助金发放标准
作出细化规定。

凡是烟台市年满16周岁(不
含在校学生 )，未参加其他社会
养老保险的居民，均可以在户
籍地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居 民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由 个 人 缴

费、集体补助和其他资助、政府
补贴构成。自2014年1月1日起，
烟台市缴费档次除重度残疾人
等缴费困难群体可选择 1 0 0元
的缴费档次外，其他参保人可
在500元、600元、800元、1000元、
1 5 0 0元、2 0 0 0元、2 5 0 0元、3 0 0 0

元、4000元、5000元等10个缴费
档次中自主选择。各县市区可
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部分缴
费档次，但不得增设。此外，政
府 对 参 保 人 缴 费 给 予 适 当 补
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
30元，缴费即补。

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
由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
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目前，
烟台市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
每人每月65元。个人账户养老金
的月计发放标准为个人账户全
部储存额除以139。

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保费收缴和丧
葬补助金发放工作的通知》中
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了烟台
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待
遇领取人死亡后丧葬补助金发
放标准。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
待遇领取人自死亡次月起停止
发放养老金，相关人员在待遇领
取人死亡后30日内办理居民养老
保险注销登记的，按照800元的标
准发放一次性丧葬补助金。据了
解，省政府规定的一次性丧葬补
助金标准为500-1000元，烟台市
的发放标准在全省位居前列。

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发放从
2013年7月30日开始执行，所需资
金由县市局财政承担。今年应发
的丧葬补助金，在今年12月底前
将发放到位。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宋佳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为充分

调动市各有关部门在艾滋病、结核
病等重点疾病防治工作中的积极
作用，加强多部门合作，11月29日
上午，市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领
导小组暨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
召开会议。

会议通报了烟台市2013年全市
艾滋病、结核病、减盐防控高血压项
目、慢性病及其他传染病等重点疾
病防治工作情况及流行趋势，安排
部署下一阶段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任务。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
委、教育局、科技局等41个成员单位
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刘清
源 ) 近日，烟台市教育局下发了

《关于设立学校安全公开电话的通
知》，在全市教育系统设立校园安
全公开电话。通知要求各县市区教
育体育局，高新区社会事务局，直
属各学校，切实加强学校安全管
理，进一步密切与学生家长的联
系，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开电话一览表

教育部门设学校

安全公开电话

防艾工作委员会

昨召开会议

与与艾艾滋滋患患者者进进餐餐，，六六成成年年轻轻人人不不介介意意
调查问卷显示，67%的市民愿意向艾滋病患者伸出援手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李楠楠 宋佳) 12月1日是第
26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世
界艾滋病日宣传主题是“行动
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共同抗
艾滋，共担责任，共享未来”。29

日，本报联合烟台高校的防艾
志愿者们走上街头，发放防艾
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七
成人愿意向艾滋病患者伸出援
手，六成年轻人不介意与艾滋
病患者进餐。

29日上午，本报联合来自

烟大、鲁大以及山东工商学院
等高校的百名防艾志愿者，带
着600份调查问卷向市民展开
调查。其中来自烟台大学中文
系121-4、121-5、131-4、131-5四
个班级团支部的防艾志愿者携
带200份问卷，在高校密集的莱
山区商业步行街展开调查。结
果显示，接受问卷调查的有131

名女性，69名男性，95%的人属
于高中、大专以上学历，97%的
年龄集中在18-25岁之间，调查
群体以年轻人为主。

对于“某人患有艾滋病，您
是否愿意与他一起进餐”这个
问题，61%的市民愿意与该群
体一同进餐，因为不会被感染。
但是对于“如果得知自己患有
艾滋病，第一反应会如何？”这
个问题，47%的市民认为短时
间会恐怖，17%的市民会选择
逃避，想办法隐瞒，而不是直接
到医院接受治疗。

对于患有艾滋病的群体，
有57%的市民认为对方的感染
途径很重要，将视感染途径的

情况选择是否与之继续接触。
“都知道艾滋病不外乎三种传
播途径，中国人很保守，多数人
无法忍受混乱的性生活。”受访
者宋先生说。

“我们还是非常愿意援助艾
滋病患者，虽然还没有具体行
动。”徐女士在接受问卷调查时
说。参加此次问卷调查发放的烟
台大学志愿者张贝贝说，参加此
次活动，感觉意义重大，67%的市
民认为艾滋病不可怕，愿意向艾
滋病患者伸出援手。

烟台获批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李娜)

日前，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印发
关于对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的复函，正式批准烟台
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目前，烟台
市林地面积达到865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42 .5%，居全省首位。

相关新闻

中老年艾滋感染者

提了4个百分点

据了解，青壮年是感染艾滋病
的主要群体。但近年来烟台市发现
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50岁及以上年
龄组的比例有所增加，从2 . 5%上升
至6 . 6%，以男性为主，90%以上通过
性途径感染。 本报记者 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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