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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莱山山区区第第四四实实验验小小学学开开工工建建设设
办学规模为40个教学班，计划明年9月新学期时开始招生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刘
清源 通讯员 曲奎海 ) 近
日，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按计
划完成各项手续，正式开工建
设，有望明年9月份新学期时开
始招生。

据了解，正在新建的莱山
区第四实验小学位于上海滩花
园小区内，规划占地面积62 . 4

亩，建筑面积15872平方米，办
学规模为40个教学班，可容纳
在校生1800人，总投资约4500

万元。学校将按照省级规范化
小学建设，为区政府直属小学。
另外，距此1000米左右的孙家
滩小学将并入莱山区第四实验
小学。

孙家滩小学是一所村办小
学，始建于1905年，现占地11

亩，建筑面积3489平方米，有在
校生810人。

第四实验小学建成后能够
更好地均衡教育资源，有效解
决原孙家滩小学校舍面积不
足、体育活动场地不达标等问
题；能提升区域办学档次，满足
区域内居民5-8年的教育需求，
极大缓解周边学校的办学压
力；既能提升莱山区教育的现
代化水平又可以促进莱山区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是莱山区的
重要民生工程之一。

为保证工程进度，滨海街道
办事处、村委和区教体局通力协
作，一边动员居民拆迁，一边协

调有关部门修整输电线路、配置
工地临时用电设施、修筑工程车
通行道路，同时平整场地开挖基
槽，争取时间不空档。

根据拆迁进度，今年先建

设三幢教学楼，明年建设餐厅
公寓、学生活动中心、校园景观
和塑胶操场，暑假期间进行内
部教学设施配套，计划9月份新
学期时开始招生。

飞行员报考

开始接受报名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楠楠)
4日，记者从烟台市招考中心获悉，2014

年滨州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在烟台市招
生报名工作已经开始。

年龄在 1 6 - 2 0周岁，符合普通高
校招生条件的男性高中毕业生、高考
摸底考试总分 4 4 0分以上 (英语成绩
90分以上 )的考生，均可自愿报名。

考生要在 1 2月 1 6日前，通过所
在中学办理报名手续，填写《滨州学
院招收飞行学生报名表》，参加由滨
州学院和航空公司组织的预选初检
和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详细报名条件及自荐标准，考生可
登 录 滨 州 学 院 网 站 h t t p : / /
www.bzu.edu.cn/，查询《滨州学院2014年
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

四所高校可培养

“卓越工程师”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4日，省教育厅公布全省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名单，烟台四所
高校1 0个专业入选，可以培养“卓越
工程师”。

据了解，卓越工程师即中国“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拟用10年时间，
培养百余万名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
人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工业化
和现代化奠定人力资源优势。此次烟
台大学的土木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鲁东大学的交通运
输、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山
东工商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
业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以及烟大文经
学院的生物工程1 0个专业入选该项
目，目前正在全省公示阶段。

昆嵛山森林公园

获称国家级示范区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代曼) 3日，国
家旅游部公布了2013年国家生态旅游示范
区名单，昆嵛山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入选，
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据悉，此次国家旅游局依照《国家生态
旅游示范区管理规程》和《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26362--2010)实
施细则》，经过相关省级旅游部门和环保部
门联合技术评审、推荐，再经过专家审核，
一共评选出39家“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烟台市昆嵛山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是
山东省唯一一家入选单位，也是山东省首
个通过评审的旅游景区。据了解，自2013年
初申请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区以来，昆嵛山
景区以生态旅游为发展方向，突出生态保
护，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旅游产品类
型，将打造“生态原始、环境优美、魅力四
射、特色独具”的高端休闲养老度假胜地和
国际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烟台城雕之我见”

一等奖仍空缺

本报12月4日讯 (通讯员 杨
兰 记者 李园园) 4日，记者从
烟台市规划局编研中心获悉，作为
首届烟台文化艺术节的主题活动
之一，“烟台城雕之我见”竞赛评选
结果出炉，但结果仍然令人惋惜，
一等奖仍然空缺。

据了解，2012年11月1日，首
届烟台文化艺术节的主题活动
之一，“烟台城雕之我见”竞赛启
动，再度向公众征集城市雕塑意
见，并且一等奖获得者如设计意
见全部被采纳并作为实施建成
方案的，将获奖励 1 1万元。但评
选结果与上次一样，一等奖仍然
没有人夺得。据了解，此次竞赛，
历时一年多的时间，评选出二等
奖两名，分别是隋杰礼设计的

《金顶阁》、李林设计的《文明之
火》；三等奖三名，分别为，赵坤
设计的《灯塔水母》、宋国然设计
的《好大一张报》、李东亮设计的

《守望家园》。

布鲁塞尔货运

定期航班将恢复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盛春子 ) 记者4日从

烟台国际机场了解到，自12月18日
起，将恢复执行布鲁塞尔直飞烟
台，再由烟台至韩国首尔的货运定
期航班。具体航班时刻为布鲁塞尔
起飞时间02：15,13：15到达烟台，烟
台14：55起飞，15：55到达韩国首
尔。

智能电网促进

海珍品养殖业崛起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同耀 张军苗) 为促蓝色
经济发展，近日蓬莱供电将配网自
动化改造等智能电网建设工程向
沿海农村延伸，先后投入7000多万
元，完成了32条农村配电线路的自
动化改造，使百余户海产品养殖企
业用电有了“保护神”。

本报12月4日讯 (记者
孙健 ) 记者4日从烟台市运
管处了解到，全市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换证工作
于近期全面启动。

“至今年11月份，全市大
部分道路运输驾驶员证件陆
续到期，需办理换发新证手
续。”市运管处从业人员管理
科科长凌海东告诉记者。

据运管处工作人员介绍，
即日起，证件已到有效期的人
员即可携带身份证、驾驶证、
从业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继
续教育IC卡、近期一寸白底免
冠彩色照片2张，到辖区运管
服务大厅办理此项业务。

记者同时了解到，道路运
输驾驶员在其从业资格证件有
效期内，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
方可办理换证手续。为保证换
证工作的顺利推进，市运管处
还开通了咨询专线，即日起广
大业户可通过拨打6692590或者
6692532咨询换证工作。

道路运输从业

资格证开始换证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孙
健 通讯员 杨少鹏 蔡荆
模) 为方便万华工业园员工
出行，201路公交车将于12月6

日开通夹河桥至万华工业园
的区间车。届时，在其前挡风
玻璃上会有“区间车”的字样，
广大市民注意识别。

新开通的201路区间车由
夹河桥公交公司院内发车，沿
原线路运行至北京北路与包
头路交汇处右转，沿包头路北
行至与重庆大街交汇处调头，
回到包头路南行，至包头路与
北京北路交汇处右转，恢复原
线路运行。

到夹河桥方向的乘客从
万华工业园随车到大季家公
交场站，再发往夹河桥方向。
为确保安全，从大季家公交
场 站 回 来 的 班 次 不 再 进 园
区，在重庆大街南侧设置单
向站点万华工业园，上下车

的乘客都在此站点上下，票
价对照 2 0 1线路车沙窝孙家
站收取。

据了解，区间车每天安排

四个班次，夹河站发车时间为
8:10、10:02、14:00、15:56，相应到
达万华工业园的时间为9:10、
11:02、15:00、16:56。

201路将开通至万华工业园区间车
每天安排四个班次

国网蓬莱市供电公司

4日，记者在上海滩花园看到，莱山区第四实验小学已开工建设。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摄

食品安全大检查

今年放心买年货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
员 董存超) 进入冬季，距离备年货的
时间越来越近了，有不少着急的市民
已经开始谋划年货清单了。为进一步
加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整治工作，1 1

月下旬开始，芝罘工商开展食品安全
冬 季 会 战 工 作 ，整 个 工 作 将 持 续 到
2014年2月份。

据芝罘工商分局工作人员介绍，本次
食品安全冬季会战工作检查重点品种主
要有肉制品、乳制品、米、面、油等，以校园
周边、车站、码头、景区、城市近郊区、城乡
结合部等为重点检查区域，以农贸市场、
商场超市等为重点场所，以食品供货商、
批发企业、商场、超市、小卖店等为重点对
象。

截至目前，芝罘工商分局已出动执法
人员2000余人次，检查食品经营业户1000

余户，查纠违规行为300余次。

具体站点设置为：开发区
公交公司、金东小区(金东幼儿
园)、西蒙西、欧瑞传动电气(首
尔摄影)、华新酒业、开发区医
院、开发区国税局、德胜商城东
门、彩云城(开发区三联家电)、
高鸿数码广场(沃迪客飞达家
电)、开发区交通银行、开发区
管委、开发区电视台(市口腔医
院开发区分院 )、海尔专卖店
(现代电脑学校)、开发区公安
分局(东海医院)、通用大厦太
明灯饰、开发区福莱派出所、华
明星海湾、银和怡海·国奥天
地、加宝食品、上海通用东岳动
力总成、上海通用东岳汽车(福
莱驾校)、开发区公路大厦、开

发区马家、万科城、国家海洋局
烟台海洋管理站、张裕国际酒
城、皂户头、开发区三十里堡、
富士康东门(金桥澎湖湾)、富
士康西门、烟台出口加工区、中
建·悦海和园、石屋营、烟台市
光电产业园、下刘家、开发区建
筑质检中心、上刘家、官庄、八
角生活区、汪家、八角办事处、
八角医院、八角、小赵家、汪家
村、泊子村、开发区鸿顺驾校、
八角收费站、山东明坤工贸(元
铧钢管)、杉杉食品、方里、盛泰
水产、金港水产、志成水产、联
发水产、大季家、万华工业园、
沙窝孙家、张家庄、张家村、大
季家马家、大季家公交站。

区间车全程6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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