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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小小明明星星上上舞舞台台不不是是梦梦
福山剧院首届青少年音乐艺术节海选活动启动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张梦玉) 近
日，福山剧院由福山区文化旅
游局主办、福山剧院承办的首
届“小明星·大舞台”——— 音乐
艺术节海选活动启动，9月23
日、24日将进行首场海选。本次
艺术节面向烟台青少年进行公
开招募，将为所有喜好音乐、舞
蹈、器乐、相声、小品等才艺的
青少年提供的一个展示自我的
专业舞台。

“小明星·大舞台”——— 音乐
艺术节是福山剧院一周年庆的
重要活动之一。活动将面向烟台
青少年进行公开招募，涉及乐器

演奏、声乐、舞蹈等专业，无论有
无基础均可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全程不收取任何
费用，获奖者将获得福山剧院颁
发的获奖证书、奖杯以及奖品。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通过福山剧
院官方微信或福山剧院售票电
话进行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7年9月22日。如果您家有18
周岁以下且多才多艺的宝宝，那
么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运营至今，福山剧院的多
个演出系列已经形成品牌，例
如“亲子剧场”，影响力已经辐
射到烟台的莱山区、芝罘区、开
发区等区域，让小朋友能在福

山剧院体验到“家庭活动室”的
乐趣。

福山剧院利用保利院线的
优质资源，择优引进演出剧目，
推出了“跨年演出季”“新春演
出季”“戏剧演出季”，以及保利
院线的品牌演出季“打开艺术
之门”和“市民音乐会”系列演
出，目前已经累计演出各类剧
目60余场，演出内容涵盖话剧、
儿童剧、室内音乐会、曲艺等中
外精品演出；其中不乏国家级
院团和世界知名演出团体，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与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样的文化享
受。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导波新技术助力检验

炎炎夏日，酷暑难挡，在
接到万华(烟台)工业园码头
5 . 3万余米压力管道的定期
检验申请后，烟台市特检院
为了顺利完成检验任务，首
次采用了导波检测新技术。

(通讯员 金鹏)

举办科普宣传活动
近期，烟台市特检院龙口

工作站组织开展特种设备进
商场、进社区、进游乐园等科
普宣传活动，组织开展“特检
进企”等特检公益活动，指导
作业人员提高职业技能，引导
社会公众增强特种设备安全
意识。 (通讯员 金鹏)

烟烟台台研研究究实实施施制制造造业业强强市市战战略略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同时研究加强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有关工作

本报讯 9月21日下午，市
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实施制
造业强市战略和加强改进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等有关工作。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浩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制造业是烟台
经济的优势所在和发展根基。
实施制造业强市战略，是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是
实现由大到强迈进的重要途

径，是推动创新发展持续发展
领先发展的必然选择。要紧紧
围绕打造“行业竞争力强、创新
能力强、融合发展能力强、持续
发展能力强、品牌影响力强、综
合实力强”的制造业强市目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产业拉动、
龙头带动、品牌促动、融合互
动、开放推动，全面落实各项支
持政策，全力推动由制造向智
造、由大市向强市迈进，努力实

现又大又强，在国家制造强国
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作出
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
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
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充分发挥好产业、区位、自然、

人文等优势，坚持以人为本、生
态优先、规划引领、陆海统筹、
品质至上、科学管理，走港产城
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路子，加快构建支撑城市发展
的规划体系、生态体系、重大基
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体系、管
理体系、文化体系、产业体系，
真正做到以世界眼光谋划城市
未来、以国际标准提升城市品
质。

会议还印发学习了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
次、三十八次会议和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
次、三十六次会议精神，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深改
组会议精神，站在更高起点谋
划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
增强改革勇气，狠抓改革落实，
推动各项改革任务在烟台落到
实处、收到实效。

烟台仙境海岸旅游节金秋送福利

三三大大旅旅游游板板块块展展现现烟烟台台魅魅力力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丛宁) 为展
现全域旅游发展成果，激发全
民参与旅游的热情，烟台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推出以“城乡旅
游化、旅游生活化”为主题的

“烟台人游烟台”活动。作为“烟
台人游烟台”的金秋升级版，

“2017首届烟台仙境海岸旅游
节”,旨在全方位展示烟台仙境
海岸的美景与魅力，让广大市
民和游客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
系列活动，深度领略仙境烟台
的秋韵。

旅游节设置“新海岸”“新
烟台”“9·27世界旅游日庆典”
三大板块。“新海岸”板块主要
通过市民、游客的参与性体验，
组织看海听涛之旅、中秋赏月·

欢乐国庆之旅、采摘之旅、生态
之旅、葡酒之旅、秋韵之旅，感
受和发现烟台之美。

“新烟台”板块主要通过举
办旅游节庆活动，展示烟台人
的魅力，为烟台创建文明城市
添彩。

在“新海岸”板块，烟台市
旅发委发出“诗意过中秋，发现
月下烟台之美”征集令。通过烟
台旅游官微向烟台市民、游客、
微信粉丝、摄影爱好者发出征
集令，市民和游客可将月亮美
景拍下，与赏月的心情一起记
录下来，参与征集活动赢取旅
游礼包。详情可关注烟台旅游
官方微信。

在“新烟台”板块，将举办
2017首届烟台服务员节，于10

月下旬举行，主要内容有“烟台
名店”“烟台名师”“烟台名菜、
名点”等行业评优成果公布，

“服务员走出去”战略合作伙伴
签约，风采与技能展示表演等。

9月27日世界旅游日活动
当天，蓬莱君顶酒庄参观门票
享受5折优惠，当日持休闲护照
门票免费；海阳地雷战旅游景
区、海阳天门山·唐王城景区、
丛麻院旅游景区门票均半价；
蓬莱烽台胜境景区购买单人门
票享8折优惠！购买双人门票享
7折优惠！购买三人及以上享6
折优惠；龙口南山旅游景区前
100名购票入园者，给予半价优
惠政策；长岛旅游景区，9月27
日当天，线路票对游客实行半
价优惠政策。

排排水水监监测测站站通通过过省省级级检检测测能能力力考考核核

本报9月21日讯(记者
刘丹 通讯员 杨程程) 9
月上旬，从山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传来好消息，市城管
局排水处城市排水监测站顺
利通过了省“2017年检验检
测机构能力验证”，考核结果
全部合格。

作为山东省社会环境
检测指定机构，为进一步提
高水质监测能力和技术水
平，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
靠、合法有效，今年6月，市
排水监测站参加了省质监
局举办的能力验证活动。此
次验证从考核样品浓度、样
品测定结果表示、平行双样
的相对偏差表示等对参评
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面

考核。监测站两个化验地点
参加了氯化物、氨氮以及硫
酸根三个项目共10个样品
的验证考核，6名化验人员
从上级实验室领取盲样后
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检测，仅用短短一周时间就
完成了此次省级高标准考
核，彰显了烟台排水监测站
工作人员较硬的专业技术
品质和实验室较强的检验
检测能力。

排水监测站顺利通过此
次省级检测能力考核，不仅
是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有效性的验证，同时加强了
实验室质量管理的保障，全
面提升了监测站对水质的检
验检测能力。

中中国国人人力力资资本本论论坛坛((烟烟台台站站))今今日日启启幕幕

本报9月21日迅(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唐琳) 22
日，2017中国人力资本论坛
(烟台站)将在烟台万达文华
酒店盛大启幕，本次论坛是
烟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与中国最大的人力资源媒体
公司HRoot第三次联合举办。
作为国内人力资源行业规格
最高、最具权威性、领袖级的
行业峰会，论坛受到了山东
省 乃 至 全 国 各 知 名 企 业
CEO、总裁、人力资源等专业
人士，以及专家学者、知名媒
体的高度关注。

论坛开幕期间，吸引了
可口可乐、猪八戒网等800家
国内百强企业、上市公司和
知名外企，1200位人力资源
高管、业界权威、行业媒体、
专业人士参会。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以
及世界人力资源百强机构
KSB、领英等近30位人力资
源行业精英到场交流，为与
会者呈现13场主题演讲和3
场圆桌讨论。科锐国际、DDI

等近20家知名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设立展位，为企业现场
提供人力资源解决方案、业
务咨询和产品演示等服务。

本次论坛的举办不仅为
省内、市内企业提供了一个
与全球人力资源领军机构、
先进理论互动交流的平台，
更打开了一扇让世界人力资
源领军机构了解山东、布局
山东的有效窗口。将加快企
业与国内外先进的人力资源
管理技术与理论接轨，极大
激发山东省内乃至环渤海、
北方地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
认知思辨，助力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向中高端迈进。

为了更好地使参会企
业、与会精英实时感受论坛
盛况，今年的论坛将采取现
场投屏方式，将开幕式实况
直接投于现场大屏幕。同时，
主办方将再次启用在线直
播，使更多企业和精英能够
共享论坛成果，预计论坛期
间线上直播累计观看人数将
突破2万人次。““罘罘宝宝””要要回回家家了了

21日，记者从市
园林处南山公园获
悉，曾向烟台市民征
名的马来貘“罘宝”将
结束烟台生活，于10
月10日返回北京动物
园。马来貘原产地在
东南亚，属于热带动
物，气温低于10℃，身
体就会出现不适。而
烟台“十一”之后气温
变化很大，动物园只
能忍痛割爱，游客们
可以在国庆期间为它
送行。 本报记者
吕奇 通讯员 贾琳
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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