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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9-1℃

上海 多云/晴 -1-4℃

济南 晴 -6-0℃

青岛 晴 -5-0℃

大连 晴 -7--5℃

东京 晴/多云 2-7℃

大阪 小雨 1-5℃

首尔 多云/阴 -6-0℃

釜山 阴/晴 -1-7℃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多云 -7--1℃

栖霞 多云 -10--4℃

龙口 多云 -8--3℃

招远 多云 -8--2℃

莱州 多云 -9--2℃

莱阳 多云 -11--2℃

海阳 多云 -9-0℃

长岛 多云 -6--3℃

天气

据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
网13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低潮潮时 10：13 23：38

高潮潮时 04：11 16：40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李婵娟) 13日，记者从烟台铁路部门和公路客运部门了

解到，春节至今各个方向的车票都比较好买，客流比较平稳。预计节后客流高峰将会

出现在正月十六前后。

据了解，火车站现在客流量比较平稳，日客流量在6000人左右。目前火车票预售
时间仍为11天，基本上当天出行的车票都可以买到，目前各方向的列车还都有硬座
余票，但佳木斯和金华西方向的硬卧车票最好还是提前购买。而汽车站目前的日客

流量有1000余人，车票比较充裕，预计正月十六前后，学生返校和外出务工人员两股

客流叠加，将会出现节后客流出行高峰。

蓬莱阁元宵节晚有焰火

正月十六门票低至1折

旅旅游游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苗华茂 通讯员 朱龙 修琳琳) 13日，记者从旅游
部门获悉，元宵节期间烟台各大景区将推出一系列精彩的游园活动供市民游玩。其
中，蓬莱阁景区元宵节当晚将举行大型焰火表演，正月十六当天，价值百元的门票
低至1折。

据了解，素有“人间仙境”美誉的蓬莱阁景区在节日期间，为游人准备了一台融古装
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表演于一体的文化大餐。正月十五日晚上该景区还将推出焰火表
演，让广大游客深刻感受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绚丽和斑斓。正月十六日将景区门票由100元
/人优惠到10元/人。

随心微博

是国内最早出现的面向
国际微博市场的微博网站，创
立以来，以其清新、质朴的原

版微博风格吸引了国内外众

多的微博爱好者。

Twitter

Twitter原名为Twttr，是微
博网站的始祖，于2006年3月上

线，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微博网

站，Twitter提供英文、日文、意

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和德

文六个语言版本。

腾讯微博

是一个由腾讯推出，提供

微型博客服务的类Twitter

网站。2010年4月1日开始对外

测试，目前已正式对外开放，

凭借其庞大的QQ用户群体

的支持，用户数量迅速增长。

发榜机构：新榜网
整理 本报记者 刘新

发榜

2011年全球七大

微博网站排行榜

Tumblr

是家创办于纽约、介于

Twitter和facebook之间的微
博客平台，除了单纯的发表

文字外，这家网站还允许用

户上传视频、图像、音乐等内

容，目前正迅速发展，并引起

传媒巨头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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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多云 -6℃- -3℃

明天 晴 -4℃-1℃

凤凰微博
2010年4月6日下午，凤凰

网微博开始邀请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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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

是由新浪网推出的微博

服务，于2009年8月14日开始
内测，目前新浪微博用户平

均每天发布超过2500万条微
博内容。公众名人用户众多

是新浪微博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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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k

由一家在加拿大注册的

公司开发，于2008年5月12日

上线。其最大的特色是在一

个左右向的横轴上显示自己

和朋友发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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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冰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鞠平) “原来那么厚，现在就剩层冰皮子了……”13日下
午，在烟台市芝罘区西口码头，一位村民右手高高抬起，给记者比划前段时间厚厚的海
冰。据了解，随着立春以来天气变暖，烟台周边海域海冰融化很快，预计20日以后海冰
将逐步消失。

据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海冰首席预报员郑东介绍，目前整个烟
台周边海域的冰情都有所减轻，岸边还有一些固冰，预计20日以后也就是2月下旬，烟
台海域的海冰将基本消失。郑东告诉记者，现在的海冰对于渔船作业和进出港口已经
没有什么影响了，但是必须特别注意海中的“流冰”，尤其是在涨落潮的时候，因为流
冰是流动的，船也是运动的，两者一旦碰撞，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很容易造成船体的
损坏。

沿海冰情减轻 但要小心流冰
预计2月下旬海冰消失

世茂时尚欢乐影城今日影讯

影讯

《熊猫总动员》 10：10

《我爱HK 开心万岁》 10：40

《纳尼亚传奇：黎明踏浪号》 14：00 16：10 20：30

《创战纪》 11：50 18：15

《青蜂侠》 10：00 12：10 14：20 16：30 18：40 20：50

《致命伴旅》 10：20 12：30 14：30 16：20

《武林外传》 10：30 12：20 14：10 16：00 17：50 19：4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兔年顶呱呱》 9：40

《神奇侠侣》 11：35 17：00

《将爱情进行到底》 15：15 19：00 19：30

《我知女人心》 12：40 14：50 17：10

《最强喜事2011》 11：20 13：10 15：00 16：50 18：50 20：40

《我们约会吧》 09：50 13：30 19：10 21：10

如有调整，以影城公告为准。 整理 记者 鞠平

导读

夜市或将第五次搬迁

拟定五处备选场地

B06

罂粟粉“隐姓埋名”

藏进火锅料

B07

节节后后春春运运客客流流平平稳稳
各各方方向向车车票票较较宽宽松松
预计客流高峰将在正月十六前后

消协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姜黎明)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消费者协会
获悉，2010年共受理洗衣业投诉306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件，同比增长34%。

消费者与洗衣店之间的纠纷不断，主要因为洗衣店对消费者送洗的衣物保管不当，

洗坏、弄丢的现象经常发生；洗衣店承接业务不规范，接收衣物时，不能自觉地告知相关
事项；洗涤设备不正规，有的干洗店以“水洗”冒充“干洗”，有的干洗店没有专用柜台，衣
物堆放也比较杂乱；赔偿额度争议多。

针对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提高洗衣行业的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其经营行为，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消费者协会建议实行严格的执证上岗制度，加快推进对
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可制度，建立洗衣行业诚信公约，对遵守诚信公约的洗衣店予以挂牌
经营，引导消费者尽量到挂牌诚信单位进行洗衣消费，同时加强工商、卫生、物价、环保
等各监管部门综合治理力度。

2010年共受理洗衣业投诉306件

莱阳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赵金
阳 通讯员 李旭周 崔潇文)

近日，记者从莱阳市农村工作办
公室获悉，在近日举行的烟台星
级示范村创建验收活动中，该市
120个村庄顺利通过第二轮的验收
成为星级示范村。其中，五星级示
范村14个，四星级示范村25个，三
星级示范村81个。

新农村“星级”示范村创建活
动，是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做出
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实现新农
村建设由重点突破向全面推进由
一般管理向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转
变的有益探索。据了解，该活动从
2006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主
要是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五大类21项小指标，针对各村新农
村建设情况，按“城区型示范村”

和“乡村型示范村”等两种类型进
行综合考核，评定星级。

莱阳120个村

通过星级示范村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