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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首批5个智慧城市项目上线运营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5月
29日，烟台市首批智慧城市项目
上线暨第二批项目签约仪式举
行。公共服务地理信息图、免费
Wi-Fi、学海等5项目上线开通。

今年1月，烟台市智慧城市
建设首批5个项目签约，智慧烟
台“一图”项目、“无线网络惠民
服务平台”项目、“车海”项目、

“学海”项目、“打折汇”便民服务
购物平台项目开始建设。

经历4个多月的建设，烟台
市智慧城市首批5个项目正式上
线开通。市民可以在手机上登录
m.yantai.cn,输入市民卡卡号和密
码，登录中国烟台手机门户，可
以便捷地登录5个已经上线的项
目。

“以后想学习什么都可以在

学海平台上解决。”烟台市经信
委工作人员介绍 ,“学海”项目
中，可以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网络
学习平台，市民在这个平台上可
以享受不同层面的教育。烟台市
民通过市民卡ID可以直接登录

“学海”在线学习。
“市民可免费连接i-yantai

无线Wi-Fi。”在上线仪式上，参
会代表还体验了一把无线Wi-

Fi带来的便捷。这是由山东贝格
负责的无线网络惠民服务平台
项目，2年时间内，使Wi-Fi无线
网络覆盖烟台六区，未来将服务
扩展到各县(市)。

随后，举行了第二批智慧城
市建设项目的签约仪式，共有9

个项目签约，签约项目包括智慧
社区、智能公交线路查询、便民
家庭服务、便民电商等领域。

航航院院今今年年计计划划招招生生551199人人
其其中中山山东东计计划划招招5588人人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5月31日，记者从教
育招考部门获悉，2 0 1 5年海
军航空工程学院今年将在全
国20省市招收519人，其中山
东58人，包括22名女生。报考
考生要求为理科，报考外语
为英语，一类本科录取，学制
四年。

据了解，航院今年共有
1 9个专业招生，其中培养计
量技术干部的测控技术与仪
器专业和培养海军初级指挥
军官 (合训 )的军队指挥类专

业招收22名女生。
学员入学的同时参军入

伍，在校学习期间统一配发
海军军装，学杂费、被装费、
食宿费、医疗费等均由国家
承担，并按月发放学员津贴
(大一7 0 0元/月，逐年递增 )。
本科学员学业期满合格，按
规定提升为副连职军官，授
予中尉军衔。毕业后根据军
队建设需要，统一分配，主要
从事专业指挥、技术、管理或
教 学 科 研 等 工 作 ，月 工 资
5000元以上。

十十四四中中高高中中部部今今年年招招生生440000人人
共共设设88个个教教学学班班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李
楠楠) 5月31日，记者在烟台十
四中了解到，今年十四中高中部
今年计划招生8个班，共计400个
计划。

据介绍，今年烟台十四中高
中部根据烟台市教育局的中考
招生要求，计划招收8个教学班，
班额50人，共计400名高中生。

其中包括特长生20人，特长
生包括音乐、体育、美术，招生按
文化课分数与特长分数相结合
的录取办法。文化课以中考分数
与特长考试分数相结合最后划

定录取分数线，芝罘区特长考生
在填报志愿时可优先考虑填报
该校，以确保被学校录取。

对在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
都选择该校的特长生实行择优
优先录取。被录取的特长生将被
分配到各个班级与其他学生一
起学习高中课程，在课余时间进
行专业课学习。学校实行“导师
制培养模式”，个性化辅导，确保
每个学生既能学好高中各科文
化知识，又能促进各自的特长发
展。预计6月16、17日两天报名，22

日进行特长考试。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张
晶 ) 2015年烟台住博会，将于
6月 1 9日盛大启幕。本届住博
会首次设立二手房自由交易
区，消息一出就吸引了众多市
民，哪些房源可以登记，什么
时候能报名，享受什么优惠？
记者联系本届住博会组委会，
为您一一作答。

在6月19日到22日这4天展
览时间内，有意向出售二手房的
市民可到展区现场发布售房信
息，有意向购买二手房的市民可
现场看房、选房，直接与二手房

房主面谈，进行现场交易，并由
专业人员协助签订购房合同及
其他相关手续。

借此交易平台，参展市民可
享受以下便利和实惠。一是可充
分了解六区范围的二手房信息，
范围更广、房源更多；二是最大
程度确保交易的透明度，减少二
手房交易中的纠纷；三是无需中
介费用，为双交易双方节约额外
支出。

住博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前
12届住博会主要是为开发企业
和广大消费者搭建起了商品房

洽谈交易的平台，今年为满足不
同层次的置业群体需求，组委会
专门增设了二手房交易平台，在
展示商品房的基础上又为广大
市民提供了高性价比的二手房
源。

据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凡个人在住博会期间现场购买
二手房的，须先到展会现场市
(区)房产交易中心服务区进行
登记，填写“住博会成交住房信
息登记表”，展会结束后一周之
内须到市房产登记部门提交过
户申请。

在住博会上购买二手房可
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是免收存
量房交易手续费；二是对抵押贷
款购的购房人，免收住房置业担
保手续费和住房置业担保服务
费。

有意向登记的二手房房主
可按以下两种方式办理手续。一
是即日起至6月19日住博会开幕
前，可到组委会办公室办理登记
手续；二是6月19日至22日展会
期间现场登记发布售房信息，具
体 情 况 还 可 以 拨 打 0 5 3 5 —
6226291进行咨询。

今今年年住住博博会会首首次次设设立立二二手手房房交交易易区区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高明华 ) 5月30

日，为方便市民邮寄，顺丰速运
在第九届中国烟台大樱桃节活
动现场安置散收点，不少市民吃
完好吃的大樱桃后，还将自己从
树上现摘的大樱桃邮寄给远方
亲友。顺丰速运销售部统计，今
年果农、微商等散户邮寄樱桃比
往年多了，网上售大樱桃渠道越
来越被认可，作为网购下游产
业，顺丰速运也将助力烟台大樱
桃“走”得更远。

“大樱桃真不错，我刚刚找
到一个树，可好吃了，我要给外
地的好朋友邮寄点，让他们也尝
尝。我要是现在邮寄他们什么时
候能收到？能确保新鲜吗？”游客
于俊在顺丰速运散收点咨询工
作人员，她说要给北京的朋友邮
寄4箱，给黑龙江的朋友邮寄2

箱。
“像您邮寄的这两个地方，

一般明天就能到达，我们采用冷
链车运输，包装箱内装有冷源，
确保大樱桃新鲜。”顺丰速运工

作人员解释说，除了新疆、西藏
等一些较远的城市外，一般地区
邮寄大樱桃是次日达或者隔日
达。

“我们每天安排了很多个班
次发车，市民送来得越早，可能
运走得越早。”烟台顺丰速运市
场销售高级经理潭莹莹告诉记
者，顺丰在张格庄、东亭、曲家等
大樱桃主要产区都安排了散收
点，市里每天安排5个班次，顾客
要邮寄的大樱桃送达到中转场
后，将根据发车安排，安排最近

一班车辆发走。
潭莹莹告诉记者，从目前

收件的情况看，今年果农和小
型电商微商等散户邮寄樱桃
比往年多。“以张格庄散收点
为例，平均一天收 1 5 0 0件，其
中一半以上都是散户的，往年
这部分比较少。”潭莹莹分析
说，原因一个是烟台大樱桃品
牌越来越响亮，国内销售者对
烟台大樱桃的认知度高了，一
个是网上售大樱桃渠道越来
越被认可。

顺顺丰丰速速运运助助力力烟烟台台大大樱樱桃桃““走走””得得更更远远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陈
莹 通讯员 郝忠波 ) 5月31

日，烟台足协为英雄民警沈成磊
举行默哀仪式，烟台足球界集体
为英雄送别。烟台市公安局莱山
分局领导和市足协领导参加了
默哀仪式。

27日下午，烟台市公安局莱
山区刑侦大队民警沈成磊在执
行任务中英勇牺牲。据烟台市足
协常务副主席宋安立介绍说，沈
成磊生前是莱山公安足球队的
优秀球员并已随队递交了加入
烟台足协的申请，在23日莱山公
安足球队比赛时，他还驰骋在绿
茵场上。

烟台足协为沈成磊

举行默哀仪式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蒋
大伟) 6月2日烟台局部地区还
将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但是气
温不会出现明显的浮动。

据烟台气象台5月31日16时
发布的天气预报，6月1日晴转多
云，沿海最高气温30℃，内陆最
高气温32℃；6月2日，多云转阴，
局部地区阵雨或雷雨，气温17℃
到30℃；6月3日，多云转晴，气温
18℃到32℃；6月4日到6月5日，
晴转多云，气温18℃到33℃；6月
6日到6月7日，晴转多云，气温
16℃到32℃。

明天局部地区有雨

本周最高温30℃

本报5月31日讯 (通讯员
王善浩 记者 孔雨童 ) 5

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烟台市
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对烟台
市多个汽车站和码头的等候厅，
以及商场、宾馆等公共场所的禁
烟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发现大
部分的公共场所都能在醒目位
置设置禁止吸烟的警语和标志，
另外只有少数宾馆在大厅仍摆
设鼓励顾客吸烟的烟灰缸等设
施。

“无烟日”卫生监督所

公共场所查禁烟

6月1日12点起，烟台进入
2015年伏季休渔期，截止到9

月1日12时。5月31日，芝罘区
红利市场海鲜区热闹无比，
海鲜遭到市民疯抢。“今天鲅
鱼卖16、17元一斤，都知道明
天休渔，都疯抢。”红利市场
一商贩告诉记者，平时市民
来买鱼都要砍价，货比三家，
今天基本上看好了就买，也
不嫌贵了。 本报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王学明 摄影
报道

本报5月31日讯 (记者 李
大鹏 通讯员 卢帅帅 ) 5月
30日下午，烟台市中等职业院校
烹饪专业技能大赛顺利闭幕，各
大奖项相继出炉，最终，烟台工
贸技师学院参赛选手孙彤、董润
桦分获中餐热菜、中餐面点2个
项目的一等奖，成为本次比赛的
最大赢家。

中职院校厨师大赛

上周六闭幕

今今天天中中午午1122点点
烟烟台台进进入入休休渔渔期期

C06 城事 2015年6月1日 星期一 编辑：尹海涛 美编：夏坤 校对：周宣刚 今 日 烟 台>>>>

双色球 第2015062期
红球 18 26 14 15 09 21

蓝球 16

3D 第2015144期
9 8 0

福彩开奖公告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