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现在的天气来说，也许
仅仅缺少一场大雪便是冬季，对
于这个季节的恋人来说，却还需
要更多的甜蜜才能温暖过冬。

谁说冬季不解风情呢？漫天
飞雪下的白色恋曲却增添了更
多柔情蜜意。恋人之间仅仅一个
拥抱便能互相取暖，再加一份冰
淇淋火锅便更使情感升华，坚如

磐石！
在这个冬季来临之前，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甜蜜牵手哈根
达斯振华商厦店，为您备上一场
甜蜜的完美约会。

全新经典原味牛乳口味冰
淇淋，仅选用来自法国、荷兰的
牛奶，用料致简却口味不凡，给
您纯粹丰腴的丝滑回味。更有全

新白色恋人冰淇淋火锅，快来跟
随旋转的冰淇淋火锅和全新经
典牛乳口味，一起融入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为您带来的白色冬
日秘境中吧！

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
你请客，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买
单！

约会过程中还有甜蜜有趣

的互动环节，感情升温的同时还
有哈根达斯超值甜蜜大奖等着
你！带上你的她，快快加入吧！

报名方式：
拨 打 报 名 电 话 ：6 7 9 1 3 9 2 、
15564541718

并关注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吃
在烟台 微信公众号，发送“爱

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及可报
名。
征集人数：20对恋人，共计40人。
征集要求：对美食有独特的见解
和一颗热爱美食的心。有把美食
拍摄出高清质感的装备和决心。
报名时间：10月27日—30日 9 :
30—16:30

专刊记者 庄粟

爱爱她她，，就就请请她她吃吃哈哈根根达达斯斯！！
全城征集20对恋人共享哈根达斯甜蜜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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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市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28人

烟台建立政府部门

权力清单制度

本报微信 本报微博

鲁信影城银座店

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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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体

时长：90分钟
场次：09：40/10：30/11：20/12：20/13：00/
14：00/14：40/16：20/17：40/18：00 /19：
00/19：40/20：40/21：20

深夜前的五分钟

时长：130分钟
场次：09：50/12：10/18：30/20：50

市政府印发2个

民间融资管理办法

烟台市大学生(电商)

创业大赛启动

龙口市引进饲草打捆机

烟台荣获“2014最具

生态竞争力城市”

大风减弱气温低

今日将出现霜冻

番茄牛尾汤

食 材 ：牛 尾 、西 红 柿 、洋 葱 、食 盐 、
葱、姜、料酒、番茄酱、克香叶、植物
油。

做法：
1 .牛尾斩段洗净后，倒入清水，

浸泡 1个小时，再下入锅中加料酒、
姜片焯水，去除牛尾的腥味和血水。

2 .将牛尾和水以及香叶、长葱
段和姜片一起放入砂锅中。大火烧
开，转中小火炖2个小时。

3 .番茄切块、洋葱切片，炒锅放
少许油，油热后先把洋葱放入炒锅
煸炒至微黄，盛出备用。

4 .炒锅再倒少许油，放入番茄
块和番茄酱小火煸炒，番茄块炒碎
即可。

5 .番茄酱和炒过的洋葱一起加
入正在煮的汤内，放盐。

6 .小火再煲1个小时即可。

每日一菜

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推
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市政府决
定在全市建立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
度。通知要求建立政府部门权力清单
制度，明确工作责任，改进履职方式，
规范权力运行，实现“行政权力进清
单、清单之外无权力”，努力构建“权
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
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

编制权力清单的范围为本级政
府工作机构，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其
他实施行政权力的机构，中央、省属
有关驻烟单位。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行政权力由主管部门统一提报。设
定行政权力的依据为现行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部门“三定”
规定等。

市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工作从
9月份开始，共分四个阶段，相关工
作压茬进行，于12月底前全面完成。

本报记者 刘清源

2014年，蓬莱市部分事业单位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28名工作人员，包括
蓬莱市住建局、水务局、广电出版局、
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农高区管委会和
卫生局，其中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招8

名讲解员，不限专业。
报名时间：2014年10月27日9：

00—10月28日16：00。报名及考务查询
网址：http://www.plrsj.cn(蓬莱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

本报记者 苑菲菲

26日上午，在鲁东大学文化广场，
2014烟台市大学生(电商)创业大赛正式
启动。据了解，大赛共收到325支团队、
1532人的参赛申请。

本届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半
决赛和决赛四个阶段。其中，初赛
主要通过《创业项目策划书》及现
场答辩，考察参赛选手创业策划
能力；复赛主要通过选手开展网
络营销实战，考察电商应用和管
理营销能力；半决赛及决赛主要
总结回顾前期比赛成效，根据选
手现场个人展示，综合整体表现，
评选大赛最终获奖结果。大赛获
奖团队将优先纳入全市青年创业
英才计划，重点推荐入驻省、市级
青年创业孵化基地，予以争取国
家、省级创业优惠扶持政策。

本报记者 刘清源 通讯员
刘永顺

近日，市政府印发《烟台市民间
融资机构设立管理办法》、《烟台市民
间融资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办法适
用于烟台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民间
资本管理机构和民间融资登记服务
机构。办法自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2015年10月31日。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成人高考结束后

考生反映试题不难

26日下午四点半，持续两天的
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落下
帷幕。考生们普遍反映今年的成考
试题较为简单，考试比较顺利。

据了解，今年烟台5个考区、17

个考点、5 9 9个考场，共有 1 7 7 2 8人
报 考 成 人 高 考 ，较 去 年 减 少 7 0 8 7

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25日下午，主题为“生态、城镇化
与可持续竞争力”的2014(第六届)中国
国际生态竞争力大会在烟台召开。会
上，烟台市与湖北天门市等4个城市一
起荣获“2014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大会还发布了《国际生态竞争力
报告》，烟台市和湖北天门市、安徽淮
南市、重庆南川区一起荣获“2014最具
生态竞争力城市”。

本报记者 蒋大伟

记者从烟台气象台获悉，26日夜
间市区风力开始减弱，27日白天北到
东风减弱为4到5级，最高气温12℃。28

日早上最低气温为2℃，将出现霜冻。
据了解，27日白天晴到少云，北风

转东风减弱为4到5级，最高气温沿海
12℃，内陆15℃。27日夜间到28日白
天，北风转南风4到5级，28日早上的最
低气温将低至2℃，将出现霜冻，提醒
广大市民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添衣。

本报记者 蒋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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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记者从龙口市农机局了解到，近
日，龙口市四农康硒农机合作社引进
了饲草打捆机。

据了解，四农康硒农机合作社负
责人介绍，为了有效的把玉米秸秆进
行收集及储存，给合作社畜牧养殖提
供足够的饲草，合作社投资50多万元，
引进了美国生产配套的饲草搂集机、
打捆机和包装机。在玉米收获后，经过
简单晾晒，先由饲草搂草机把地面切
碎的玉米秸秆搂集成垄，再由打捆机
将集成的草垄，收集打捆，再经由包装
机对草捆进行塑料薄膜包装，最后通
过草捆运输车把包装后的草捆运回集
中存放。

本报记者 李静

合锻股份、宁波精达

今天申购

27日，合锻股份(603011)、宁波精
达(603088)两只新股网上申购。两只股
票顶格申购需要26万元。

合锻股份，主营业务为液压机、
机械压力机等各类锻压设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申购代码732011，
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价格确定为
4 . 26元/股，对应市盈率为22 . 42倍，参
考行业市盈率43 . 41。顶格申购需要18

万元。
宁波精达，主营业务为翅片高速

精密压力机、胀管机、弯管机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申购代码732088，首次公
开发行A股的发行价格确定为8 . 57元/

股，对应市盈率为22 . 91倍，参考行业
市盈率38 . 44。顶格申购需要8万元。

本报记者 李娜

经过7场海选、两场半决赛和一场
复活赛的激烈比拼，10月26日下午，由
烟台市网络文化办公室、烟台市音乐
家协会指导，开发区业达中心、烟台大
众网主办的“寻找烟台好声音”———

“业达中心杯”第三届网络歌手大赛总
决赛在业达科技园唱响。在专业评委、
大众评审和媒体评审的几轮投票和现
场选手奋力厮杀后，27位晋级总决赛
的选手杀出10强，曾参加过首届烟台
好声音的程滕二蔓从众多选手中脱颖
而出，成功夺冠，曹禺位居亚军，范成
铭获得季军。

据悉，进入前10名的选手，冠军获
现金10000元，亚军可获现金5000元，季
军可获得现金2000元；第四名至第十
名将各奖励现金1000元。而且还将有
机会代表烟台赛区，参加山东省第四
届网络歌手大赛。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寻找烟台好声音”

网络歌手大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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