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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反映，拨打莱山区民生服
务中心电话时显示号码不正确。记者
了解到，该服务热线的号码应为
8900000，而不是89000。工作人员提醒
市民在拨打时注意进行区分。

记者获悉，烟台市各县市区正在
抓紧建设89000民生服务平台，年底
前将实现全覆盖，目前莱山区已率先
建成并投入使用，各县市区的热线号
码均统一为8900000。

本报记者

烟台微信圈子

莱山89000民生服务平台

热线号码为8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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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优

因幸福中路地段天然气管道进
行改造，部分区域21日下午1点到晚6

点需暂停供气，影响范围为：华信家
园、富海怡景、裕顺小区、万泰小区、
信达小区、海港小区、邮电小区、福润
观海、龙海家园、三水合一、万科、西
海岸、大疃、打捞局、航五师。改造期
间请用户关闭阀门、暂停用气。

本报记者 王敏

幸福多个小区

今下午暂停供气

20日，记者从开发区农海局了解
到，由烟台开发区渔港发展有限公
司，委托浙江欣海船舶设计研究院设
计的我国首艘66米电推灯光围网渔
船设计图纸通过省渔船协会审图中
心审查，并于8月15日在山东荣成造
船工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建造合同。

船舶总长66 . 00米，型宽10 . 60米，
型深5 . 20米，排水量1695 . 0吨，总吨位
993吨，推进功率382千瓦，设计航速
9 . 0节，稳定满足近海航区。船舶推进
装置采用电力传动方式，不仅减少船
舶燃料消耗、降低使用成本，而且大
力促进传统渔船产业向节能减排技
术方向发展，加快渔船动力系统优
化，减轻渔业水域环境污染。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毛伟春

没事和小伙伴来个接龙，和同
学互相听写。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主办的“红星美凯龙欧派橱柜杯”
成语大赛，在烟台市青少年中间掀
起一股学成语、用成语的文化热
潮。为了鼓励参赛选手学习成语的
热情，本报特别联合上海辞书出版
社，赠送晋级小组赛选手每人一本

《中国成语大辞典》。
8月1 9日，晋级小组赛的选手

陆续收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赞助
的《中国成语大辞典》，看到词典中
详尽的解析，不少参赛选手表示受
益匪浅。上海辞书出版社相关负责
人介绍，上海辞书出版社是中国第
一家出版工具书的专业出版社，主
要出版综合性辞典、语文辞典、字
典、专科辞典，以及手册、年表、索
引、年鉴等。

“至今我们已经出版的各类图
书印数达6000余万册，这次我们推
荐给烟台青少年的这本《中国成语
大辞典》就荣获了国家辞书奖。”上
海辞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认为，成
语大赛是一项带动青少年学习传
统文化热情的活动，“边比赛边学
习，学以致用，激活了知识储备。”
该负责人表示，为选手推荐专业的
成语辞典，可以让学生更准确地掌
握知识。

本报记者 代曼

成语大赛晋级选手

获赠《中国成语大辞典》

我国首艘66米电推灯光

围网渔船图纸通过审查

“僵尸车”车主

交警喊你来挪车

8月31日前，烟台市交警一大队与
芝罘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委员
会、芝罘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将清理一
批占用道路资源的“僵尸车”。

前段时间，交警集中治理僵尸车
效果显著，社会反响强烈，市民踊跃
举报占用道路资源的僵尸车。记者了
解到，近期交警进一步加大对僵尸车
的整治力度，8月31日前，交警将完成
该项工作。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全福 姚微

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21日（周
四）举行“烟台市食品加工暨餐饮服
务企业招聘会”。南沪食品、振华量贩
超市、橙果商贸、南山酒店、永和豆
浆、华润万家、百纳餐饮等100多家企
业通过现场招聘和委托招聘的形式
选拔所需的各类人才。烟台市人力资
源市场位于莱山区府后路2号，可乘
坐7、10、17、23、52、62路公交车至人力
资源市场（体育公园）站点下车。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莱山今天有场

餐饮服务招聘会

鲁信影城银座店

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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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召开

第34次常务会议

8月20日上午，烟台市委副书记、
市长孟凡利主持召开市政府第34次
常务会议，安排部署政府系统廉政建
设工作，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和事项。

会议认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进入关键时期，全体公务
员务必高度重视、高度警醒、高度自
律，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深化
认识，坚决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委
和市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新部署
新要求上来。

会议强调，《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的任务目标必须尽全力落实好、完成
好。会议认为，今年确定的12件为民
服务实事是政府向广大市民做出的
郑重承诺，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加
大推进落实力度，确保完成任务，把
为民服务实事办成群众满意的民生
工程、放心工程。

本报记者

“阳光就业”招聘会

22日举行

22日，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烟台市总工会将在烟台人才市
场举办烟台市“阳光就业”专场招聘
会。

此次招聘会有烟建集团、烟台国
际机场、中集来福士、交运集团、北极
星、杰瑞等120余家企业参加。地址：
莱山区观海路128-108号，电话：0535-
6683318，可乘坐1路、5路、7路、23路、
33路、50路、53路、55路、62路到烟台人
才市场站下车。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王光磊 刘东辉

苹果白兰地物以珍稀方为贵
与友人小酌，他颇为神秘地说有

私家珍藏的“白兰地”与我们分享。见
实物，“苹果白兰地”，众人笑：“白兰地
应为葡萄酿造，岂会是苹果？”友人不
急于辩解，而后，一场“苹果白兰地”认
知之旅由此开始。

神秘的来客
“在国人的认知中，白兰地是一款

以葡萄为原料的酒类产品，确实，葡萄
制成的白兰地约占白兰地市场九成。”

“但事实上，在白兰地品类中享誉世界
的品类还有苹果白兰地。”

1553年，一个诺曼底人第一次蒸馏
出苹果白兰地。16世纪以后，苹果白兰地
在当地深受欢迎，但直至19世纪才获得
了政府的正式承认。“与葡萄白兰地不
同，苹果白兰地相对稀缺、珍贵，因此国
人鲜见。”友人说。

斟上一小杯苹果白兰地，琥珀剔
透，独特妙爽的口感四溢，原来苹果香
如此美妙。没想到，这瓶标有“祥府庄
园”字样苹果白兰地竟然产自山东烟
台，隶属于吉斯集团旗下祥府酒业。在

座好友无不啧啧称奇。
与香醇近距离邂逅
翌日，与友人驱车直赴烟台牟平“祥

府庄园”——— 苹果白兰地的真正发源地。
很高兴，两位朋友能第一时间品尝到今
年6月刚面市的‘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

“其实，苹果白兰地自诞生至今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因技术原因，苹果
白兰地一直与国人无缘。烟台祥府酒业
有限公司出于为国人争光的责任感，利
用优越的地域条件，经过长达三年时间
反复试验，终于功成。”

原来，“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制作严格采用烟台生长的十几种晚熟
苹果，把不同甜度、酸度的苹果碾压成
均匀的苹果泥后“休息”几个小时 ,再
榨出果汁并在自然状态下发酵数月后
变成苹果酒，然后按法国干邑白兰地
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标准掐酒头截酒
尾，取中馏成分，生产出苹果白兰地。

酒业巧创新，中华傲
“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不仅拥有

独特美妙的口感，更具苹果的香型和

普通白兰地的保健作用，可帮助胃肠
消化、驱寒暖身、化瘀解毒、解热利
尿，并能提高心血管的强度。”工作人
员介绍说，“其采用法国利穆森区域
的橡木做桶贮酒，一是因为橡木质地
坚硬，抗浸泡、耐腐蚀；二是橡木坚中
有韧，透气性好，有利于酒液呼吸；三
是含有鞣酸，鞣酸是白兰地呈琥珀色
的来源；四是橡木属于草香型木质，
其中含有纤维素、木质素和木糖素，
能克服白兰地的爆辣口味，并产生一
种奇香，使酒体陈香、醇厚、和谐。”

如今，“祥府庄园”苹果白兰地的
诞生，改写了只有法、美、意等发达国
家才拥有的第二大品类白兰地、中国
只有单一葡萄白兰地的历史。尤为重
要的是，它作为发酵蒸馏酒，改变了消
费者对白兰地“易上头、见风倒”的饮
用误区，是一款真正碱性健康的佳酿。

吉斯集团烟台祥府酒业有限公司
出品

地址：烟台市牟平区师范路426号
业务电话：0535-4237199

客户部：6905575 房产部：6791398

汽车部：6791393 消费部：6791391

金融部：6791390 家居部：6791392

旅游部：6791399 教育部：6791397

医药部：6209575 拓展部：6791391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广告中心服务电话

地址：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509室

邮编：264000

经过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等环
节，2014年芝罘区公开招聘教师拟聘
用人员（共57人）进行公示，公示期截
至8月24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致
电0535-6225558咨询。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芝罘区公开招聘教师

拟聘用人员进行公示

8月23日至26日，烟台市将举办
“徐福文化周活动”。本次徐福文化
周活动以学术、文化艺术交流为主
线，融经贸、旅游展示推介于一体。
活动周期间，将举办徐福文化学术
研讨会、通过文化艺术交流，挖掘徐
福文化内涵。烟台市文广新局将在
文化中心分别举办中韩书画交流展
和广场文艺演出。

本报记者 陈莹

烟台将举办

“徐福文化周”
维和部队出征

8月19日晚上9时，中国第十批赴
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第一梯队105

名官兵从山东济南遥墙机场出征，飞
往苏丹达尔富尔任务区执行维和任
务，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驻烟某部。中国
第十批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由
225名官兵组成，第二梯队120名官兵将
于8月27日启程飞赴任务区。

本报记者 张倩倩 通讯员
岳立新


	J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