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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市场

7月有12场专场招聘会

暑运来临

安保升级

消费法庭成立一年

有的还没“开张”

地雷战纪念馆

持身份证可免费参观

高职举行毕业典礼

院长寄语“中国梦”

全国民乐演奏

水平考级8月进行

烟台微信圈子 微博烟台早知道

今日空气质量预测

莱山图书馆

评出20名书香好少年

烟台第九届

民乐大赛8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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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旅游推介会

近日在台北举行

东方电子再次

入围软件前百家企业

6月30日，暑运来临，烟台火车站的
安保措施也随之升级。火车站站前派出
所增设警力，增加出勤次数，在火车站
进站检票口和出站口都加派民警巡逻
执勤，同时火车站南广场还设有芝罘区
公安的巡警和防暴车，24小时轮值保证
暑期客运的安全。

本报记者 韩逸

为展现民族乐器绚丽多彩的演奏
艺术，由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
办，烟台市民族管弦乐协会、烟台市民
族器乐大赛组委会承办的“烟台市第九
届民族器乐大赛”将于8月5日至6日举
办。比赛分儿童组、少年组与青年组。具
体报名情况咨询电话：13031617660或
13002737452。

本报记者 陈莹

去年，烟台福山区和芝罘区分别成
立了消费法庭，然而一年多过去了，福山
区消费法庭未受理一起消费案件，而芝
罘区消费法庭仅受理一起案子。究其原
因，除了一些市民不知情外，准备材料不
足，缺少证据也致使一些案子无法立案。

“自成立以来，还没开过庭。”福山
工商分局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消费
法庭大都处于关门状态。大部分消费投
诉经过协调都可以解决，通过打官司解
决问题的概率非常小，这也正是消费法
庭迟迟没“开张”的原因。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杨
远华 张立尧

莱山食药监局

下放许可权限

莱山食药监局机构改革完成后，为
了更好地接地气、惠民生，对行政许可
受理、审批等进行再次梳理、精简。

在街道园区层面，对风险系数相对
较小，许可要求相对较低的食品流通和
餐饮服务的许可审批事项下放到新成
立的基层监管所和中队。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周社明

6月30日，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市场
获悉，7月份每个工作日天天举办招聘
会的同时，还将举办12场专场招聘会。

7月份专场招聘会时间安排：7月1

日(周二)“烟台市电子装配暨电器销售
企业招聘会”；7月3日(周四)“烟台市旅
游住宿暨餐饮服务企业招聘会”；7月8

日(周二)“烟台市交通运输暨物流服务
企业招聘会”；7月10日(周四)“烟台市大
中专技校毕业生招聘会”；7月15日(周
二)“烟台市机械制造暨电子生产企业
招聘会”；7月16日(周三)“烟台市暨高新
区知名企业招聘会”；7月17日(周四)“烟
台市少数民族就业招聘会”；7月22日
(周二)“烟台市物业管理暨家政服务企
业招聘会”；7月23日(周三)“烟台市暨莱
山区知名企业招聘会”；7月24日(周四)

“烟台市汽车制造暨销售企业招聘会”；
7月29日(周二)“烟台市家具生产暨销售
服务企业招聘会”；7月31日(周四)“烟台
市服装加工暨销售企业招聘会”。

本报记者 林宏岩 通讯员 孙
力伟 冯岩

日前，莱山图书馆组织开展“家有
书香好少年”优秀小读者评选活动，共
评选出20名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
优秀小读者，分别是：道恕街小学的丁
思文，莱山区实验小学的陈雨凡、杨秉
瑜、于涵琳、刘桓彤、齐小嘉、张乐豪、关
雯婷、王麒翔、吴京京、杨攀、徐睿、刘小
雨，烟大附中的朱彦霖、杨轹文，孙家滩
小学的于捷、鹿文博，莱山区卅里堡小
学的韩香，小红花幼儿园的张成菲，华
德福幼儿园的翟小雨。

本报记者 刘高 通讯员 孟博

重温入党誓词

迎接党的生日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
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3周年，6月30日上午，武警烟台支
队隆重举行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通讯员 王为民 刘义

14个县市区

超额完成节能考核

6月30日，记者从烟台市节约能源
办公室了解到，烟台市政府组织对各
县市区2013年度节能目标责任完成情
况进行考核，14个县市区均超额完成等
级。考核结果分为超额完成(95分以上)、
完成(80分以上，95分以下)、基本完成
(60分以上，80分以下)、未完成(60分以
下)四个等级。经考核，14个县市区均为
超额完成等级。

本报记者 王永军

为庆祝党的生日，海阳市地雷战纪
念馆推出缅怀革命先烈活动，市民及游
客可凭身份证免费参观地雷战纪念馆，
追忆战争时期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同时，海阳地雷战旅游区筹备多时
的地雷战影视展览馆于7月1日开馆纳
客。展览馆以地雷战为主要内容，实景
布置、墙面造型和灯光照射三方面相互
配合，营造出一个民俗气息浓郁，但又
不失文化、艺术元素的展示空间。

本报记者 李凝

“很多高职院校都不习惯举办毕业
典礼。”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院长尹
桂瓒说，他们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隆
重。6月27日下午，该校在学院报告厅隆
重地举行了2014年毕业典礼，为全体毕
业生送行。院长尹桂瓒以“带着母校的
嘱托扬帆启航”为题演讲，希望同学们
把多彩的梦想汇聚到伟大的“中国梦”
之中并为之不懈奋斗。

据介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牵
头成立了山东省汽车制造职业教育集
团，学院借助集团平台，以校企合作为突
破口，拓展学生就业渠道，一般每个毕业
生都有三四个企业争抢。学校毕业生优
质就业率达到80%以上。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近日，由烟台市旅游局组织的烟台
旅游交流团一行15人赴台湾开展了为
期五天的旅游推介、交流活动。

推介会上，烟台市旅游局组织了主
题为“北纬37度的城市”仙境烟台旅游
资源和产品推介，与台湾豪迈山东推广
联盟协会签订了2014年的烟台旅游宣
传推广合作协议，并与台湾中华航空航
机广告代理台湾原创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在台湾华航航机免费播放烟
台旅游宣传片”宣传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李凝 通讯员 李朝阳

记者从烟台市经信委了解到，在日
前举行的中国软件业务前百家企业发
布会上，东方电子再次入围，名列第61

位，是烟台唯一一家入围企业。
6月12日，2014年(第十三届)中国软

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发布会在青岛
举行。本届软件百家入围门槛再创新
高，由上届的7 . 8亿元升至9 . 3亿元，增
长19%。山东省共5家企业入围，烟台市
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东方电
子)再次入围，列第61位。

本报记者 王永军

由北京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
烟台民族管弦乐协会承办，国务院文化
部批准的国家最高级别的唯一专项民
乐考级——— 全国民族乐器考级将于8月
19日进行。烟台市(含所属市、县)及国内
外地区学习演奏民族乐器者均可报名
参加。咨询电话：13031617660。

本报记者 陈莹

文化建设进社区

孩童从小受熏陶

6月2 8日，烟台九三艺术院文化
建设进社区活动在烟台市西海岸举
行，展厅内展出了书画名家的50余幅
作品。

上午10时左右，展厅剪彩仪式正式
开始，九三学社烟台市委副主委于党
辰，三里桥社区居委会主任颜华辉，烟
台九三艺术院画家衣殿台，中国海洋书
画家协会主席赵海东出席了仪式。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苏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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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联赛小组赛结束

图格勒与欣运物流争冠军

6月29日，烟台足球协会首届足球
联赛小组赛结束，选出了明年参加超级
组和甲级组的球队。

经过三个月的激烈角逐，A组的图
格勒队、安信楼宇队、飓风队、新海水产
队、新起点队和B组的欣运物流队、宏
发新力通队、斗山叉车队、A40嘉年华
队、海普制盖队共10支球队将参加明年
的超级组联赛。其中欣运物流队小组赛
以“零失球”的出色战绩获得第一名。7

月20日晚，A组第一名图格勒队将与B

组第一名欣运物流队争夺足协首届联
赛冠军，安信楼宇队与宏发新力通队将
争夺季军。
本报记者 杨薪薪 通讯员 郝忠波

烟台上半年

新增28952个“老板”

记者从工商部门获悉，上半年，烟
台新增28952户企业，同比增长49 . 98%，
其中私营企业新增8494家，同比增长
63 . 18%。这也意味着，上半年烟台又多
了28952个“老板”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鲍伟民

莱山公证处办理

20余件商标权转让公证

自2014年5月1日商标法修改至今，
莱山公证处已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办理商标权转让公证20多件。同时，为
保障知名企业的合法权益，莱山公证处
与多家知名企业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将
侵权人的侵权事实以保全证据形式进
行证据固定，目前共办理商标权侵权类
保全证据案件近百件。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王浩宇

烟台市原副市长王国群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山东省纪委对烟台市原副市
长(现市政府特邀咨询)王国群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王国群在担任海阳市委书
记、烟台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市政府特邀咨询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
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使其亲属在购房中非法获利；违反规定
从事营利活动。

王国群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依照《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等规定，经山东省纪委审议
并报山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国群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记者

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安机关“发声渠
道”，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积极构建市
县两级公安经侦微信微博平台，目前，全
市13个县市区经侦部门全部开通微信微
博“双微平台”，发布各类预警信息1400余
条，国内外关注用户达到12000多个。

今年4月，烟台经侦支队经开通了
“烟台经侦”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定期向
社会公众传递经济犯罪预警信息，介绍
防范各类诈骗识别方法，公布典型警示
案例，帮助和提醒人民群众免遭犯罪分
子的不法侵害。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徐
忠 刘家刚

烟台经侦

“双微平台”受众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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