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报名要求：
身体健康、为人热情、擅长沟通
2、工作时间、地点：
每周一至周五早7：00—9:00，就近上岗。
3、结算方式：
次日结薪、每周五结薪两种方式自愿选择

咨询电话：
芝罘范围：13863896411

15806454391

18605357499

13053551745

开发区：13723968771

福山区：13573537856

牟平区：13688666303

莱山区：13864544757

文化传媒公司聘小时工2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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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WEATHER

低潮潮时 04：58 16：49

高潮潮时 11：04 23：03

烟台动态

山东看点

今天 多云/晴 0-7℃

明天 晴/多云 2-8℃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多云/晴 -2-7℃

栖霞 多云/晴 -2-8℃

龙口 多云/晴 -2-7℃

招远 多云/晴 -2-8℃

莱州 多云/晴 -2-8℃

莱阳 晴 -2-8℃

海阳 晴 0-7℃

长岛 多云/晴 2-6℃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多云/阴 -3-6℃

上海 多云 7-10℃

济南 晴 -1-6℃

青岛 晴 4-8℃

大连 晴 1-7℃

东京 阵雨/阴 8-15℃

大阪 小雨/中雨 7-10℃

首尔 晴 -1-9℃

釜山 晴 3-12℃

据中国天气网11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烟台市农民工讨薪电话公布

客
运

青岛火车站今起调图
增开至上海虹桥高铁

12-14日烟台部分区域将停电检修
具体涉及芝罘、莱山和开发区

电
力

莱阳七所农村学校
安上取暖器

国内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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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榜

本报12月11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日前，烟台市劳动保障部门公
布了农民工工资支付及劳动保障监
察投诉举报电话，以便对拖欠农民
工工资等侵犯权益行为进行更有针
对性和快速的查处、解决。

据了解，目前全省9部门已联合
展开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
查，并着重对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
设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企业以
及其他发生过工资拖欠的企业进行
排查。

烟 台市农 民 工 讨 薪 电 话 为
(0535)6665787，实行举报投诉电话24

小时值班。欠薪举报实行首问责任
制，接受举报部门必须及时采取应
急处置措施，对投诉举报案件，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孙淑玉) 11日，记者从供
电公司了解到，因线路检修，12月烟台市不同区域将停
电，12-14日停电区域具体涉及芝罘区、莱山区、开发区。
如有用电疑问，市民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进行咨
询。

具体区域为：12日08：30-11：30，开发区澳土复合材
料停电；08：30-16：00，芝罘区上夼小区部分低压用户将
在检修范围内；13日07：00-17：00，停电区域涉及莱山区
清泉供水、官庄#5、#6、#7配变周边区域；14日08：30-11：
00，开发区金鑫家园停电检修；08：30-18：00，停电区域涉
及开发区兴隆百业、北皂村农业、兴隆粉丝厂、机车配件
厂、兴隆庄村、兴隆橡胶。

本报12月11日讯(通讯员
崔潇文 王丹 记者 侯文强)

记者8日从莱阳市获悉，该市
投资了350多万元，为7所学校安
上了秸秆颗粒取暖器。这种设备
主要以秸秆为燃料，能够保证每
间教室的平均温度在20多度。

在莱阳照旺庄中心小学，每
个教室都有台水暖空调式散热
器。该校负责人说，这是今冬来临
前，市教育部门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投资30多万新安装的锅炉。

据了解，莱阳市自从2010年
启动实施了中小学“两热一暖一
改”工程，至今共惠及全市50多
所学校2万多中小学师生。截至
目前，莱阳投资350多万元，为7

所学校安装秸秆颗粒取暖设备，
逐步解决了农村中小学生冬季
取暖问题。

墨西哥海底雕塑
墨西哥坎昆附近海域，一

名女潜水员在真人大小的海底
雕塑群上方游动。这幅照片于1

月对外公布。作为“默默进化”这
件庞大艺术品的一部分，400多
座永久性雕塑于2010年末被放
置在坎昆、穆吉莱斯岛以及普恩
塔-尼祖克的国家海洋公园。

捕获最大鳄鱼
经过长达3周的搜捕，一条

长达21英尺(约合6 . 4米)的咸水
鳄最终在菲律宾“落网”。官员们
9月表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捕获
的体型最大的鳄鱼。这条鳄鱼重
2369磅(约合1075公斤)，被命名
为“Lolong”，据介绍曾多次袭击
人类，共造成两人死亡。

11 日本海啸
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

发生了8 . 9级地震并引发可怕的
海啸。14日，日本岩手县大槌町，
一艘船被冲到屋顶，四周被无数
碎片包围。

51区间谍飞机曝光
照片是上世纪50年代晚期

在美国的51号区拍摄的，展现了
一架钛材料打造的A-12间谍飞
机原型机，正准备接受雷达测
试。神秘的51号区位于内华达
州，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也没有
承认它的存在。经过一系列解
密，有关51号区在冷战期间所做
所为的细节被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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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台 美“国家地理”

评2011最佳新闻图片

记者获悉，自12月12日零时起，青岛火车站将实
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青岛至北京南共5趟动车组
列车车次和时刻将发生变化，上海虹桥至青岛增加1

对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次为G231/G236。G231

次上海虹桥9：39开，16：14到青岛；G236次青岛16：35

开，23：11到上海虹桥。其他旅客列车车次及到发时刻
不变。(齐鲁网)

客
运

铁道部：

明年春运首次全面推行互联网售票
日前，铁道部召开全路春运电视电话会议，铁道部部长

盛光祖表示，2012年春运从1月8日开始，比往年来得要早。
明年春运期间，全路将首次全面推行互联网售票、电话订
票、电子支付票款等新的售票方式。同时，要求必须提前
对设备进行检测，并落实维护措施，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据《新京报》)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侯文强) 报考福山区公安协
管员、法警协理员的考生将在12月13日(星期二)进行体检。
请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于12月13日上午7点15分前到福山
区公安分局大门口集合，统一乘车参加体检。参加体检人
员名单详见半岛制造业人才网(http：//www.fsrc.gov.cn/)

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等检查，考生需要在受检前禁
食8至12小时。体检费用每人600元(多退少补)，费用自理。

体检过程请遵守纪律，服从工作人员指挥，严禁陪
同体检。咨询电话为福山区公安分局：6360316；福山区
人民法院：6366617。

人
事

福山公安协管员、法警协理员考生
明天体检

商家向未成年人售酒
市民可拨打12312举报

举
报

本报12月11日讯(通讯员 王俊超 记者 孙芳芳)

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贯彻《酒类流通管理办法》
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售酒规定，市商务局开展了
一系列检查活动消除向未成年人售酒行为。如有商家向
未成年人售酒，市民可拨打12312举报。

在前期加强对学校周边酒类经营业户日常巡查的
基础上，市商务局还规范了全市未成年人禁售酒标识的
内容。其中，芝罘区、莱山区作为核心区，为学校周围1公
里内的酒类经营者免费发放未成年人禁售酒类标识牌，
发放数量700个，既时刻提醒商家不能向未成年人售酒，
又方便了市民的监督。

同时，市商务局提醒广大市民，如发现酒类经营者
有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行为，请立即拨打烟台商务举报服
务电话12312进行举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明年自主招生200人

教
育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2年自主招生政策出炉，该校面向全国招收200名应届高中
毕业生，通过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在高考录取时最高可享
受当地投档线下30分录取的优惠，同时招收保送生10人。

据了解，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自主招生除了面向省
级优秀学生以及在竞赛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学生外，高
中阶段文化课成绩列年级前10%的学生也可报名。

另外，该校2012年计划招收保送生10人。应届高中
毕业生在高中阶段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在全国中学
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
在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竞赛中获得一
等奖等等奖项的都具有保送资格。

考生可登录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科招生网(网址：
//zhaosheng.upc.edu.cn)进行报名，两者报名时间均为为
2011年12月15日8：00至2012年1月5日17：00，笔试时间为
明年2月12日。

来源：美国国家地理网站

12
历史上的今天

12月

2010年——— 广州亚残运会
开幕
2002年——— 我国完成世界
首张水稻基因组精细图。
2004年——— 日本索尼公司
完成psp的研制
1994年——— 上海地铁一号
线开通。
1984年——— 美天文学家观
测到太阳系外第一颗行星。
1985年——— 我国第一台水
下机器人“海人1号”在旅顺
港下水作业获得成功。
1936年——— 张学良、杨虎城
发动“西安事变”，又称双十
二事变。

巴基斯坦蛛网树
巴基斯坦信德省的一个村

落，一片被洪水淹没的农田边的
树上出现壮观的蜘蛛网，好似一
个巨大的茧。为了躲避可怕的洪
水，数百万只蜘蛛，可能还有其
他昆虫爬到树上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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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周年纪念
纽约的一条街道，当地居

民浏览警察和消防员的照片，从
201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至今，
他们的下落仍是一个未知数。为
了纪念“9-11”恐怖袭击十周年，

《国家地理杂志》图片编辑挑选
了25幅标志性照片，回顾美国历
史上那段最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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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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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齐女士：关于车展的报道我一直在关注，我也连着去了两天，太热闹了，搞得不错。希望以后多多搞
一些这样的活动，给大家带来实惠。

市民刘先生：老年人找工作的报道，我觉得视角很好，现在中老年人找工作确实是有点难，老年人年龄
偏大、接受新事物能力弱、身体健康状况等都是招聘单位顾虑的问题，这篇报道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老年人找
工作难在何处，关注了老年人的生活，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为了更好地和读者朋友们互动，本报开通了“读者之声”栏目。只要是您想对本报说的，我们都愿意用心
倾听。参与方式有两种，一是发送电子邮件(jup2007@126 .com)，二是到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的官方微博留言
(http://weibo.com/1921437834)。我们每天都会选择数条留言刊发，留言刊发的读者还将得到本报赠送的精美
台历一份。请在留言中注明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整理 本报记者 鞠平)

检
测

消费维权联盟检测21个品牌
4品牌运动服不达标

由北京、济南、青岛、深圳等21个城市消协(消委
会、消保委)及中国消费者报社组成的消费维权联盟，
近日发布了运动服装检测结果：目前市场上的运动服
装整体质量状况较好，但也发现诺诗兰 (NORTH-
LAND)、CONVERSE(匡威 )、Columbia (哥伦比亚 )、
LOTTO(乐途)四个品牌的运动服样品部分指标未能
达标。(齐鲁网)

我国所有60岁以上参保老人

将可按月领养老金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日前在第四届国际税收对话机

制全球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将加快推进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明年全国所有60岁以上
的1 . 7亿多参保老人，都可以按月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
金。(据《法制晚报》)

养
老

体体彩彩
排列3第11338期中奖号码：8、8、8

排列5第11338期中奖号码：8、8、
8、3、1

七星彩第11145期中奖号码：2、6、
7、5、7、0、6

联网22选5第11338期中奖号码：
04、05、11、15、21

中国足球彩票任选九第11132期
开奖结果：3、0、3、3、3、3、0、3、0、
3、1、3、1、3

中国足球彩票胜平负第11132期
开奖结果：3、0、3、3、3、3、0、3、0、
3、1、3、1、3

中国足球彩票四场进球第11174期
开奖结果：1、0、1、0、3+、1、3+、2

中 国 足 球 彩 票 6 场 半 全 场 第
11160期开奖结果：1、3、0、0、1、3、
3、3、1、3、1、3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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