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知道今日烟台
■编辑：刘新 ■美编/组版：夏坤

天 气
WEATHER

低潮潮时 07:21 19:32

高潮潮时 00:55 13:36

烟台动态

山东看点

今天 小雪 -3-2℃

明天 晴 -1-4℃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多云 -3-2℃

栖霞 多云 -6-1℃

龙口 多云 -3-3℃

招远 晴 -5-3℃

莱州 晴 -5-3℃

莱阳 晴 -7-4℃

海阳 晴 -4-4℃

长岛 多云 -1-2℃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8-1℃

上海 晴 1-6℃

济南 晴 -7-0℃

青岛 小雪/晴 -4-1℃

大连 晴 -6-1℃

东京 阴/小雨 6-13℃

大阪 小雨 2-6℃

首尔 多云/晴 -6--1℃

釜山 晴 -6-4℃

据中国天气网15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福山区设立东厅街道办事处
辖25个村

消
协

大学英语四六级17日开考教
育

国内热点

发榜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为适应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经省政府批准，福山区特设立东厅
街道办事处。东厅街道办事处办公
地点为现高疃镇政府办公处。高疃
镇由66个村减少到41个村，办公地

点为原高疃镇政府驻地。
据了解，新设立的东厅街道办

事处面积为33平方公里，行政区划
范围：东以黑山岭为界，与清洋街
道、门楼镇相连；南隔门楼水库，与
张格庄相望；西以羊虎山、天鼓岭为
界，与高疃镇接壤；北以葫芦顶、东

大顶为界，与福新街道为邻。辖25个
村：东厅、西厅、牛庄、老官庄、庞家
沟、北庵沟、南庵沟、儒霖沟、南十里
堡、桃园、义村、吴阳泉、王家庄、西
车家、丁家夼、北候旨沟、南厚滋沟、
屯里、潘家泊、解字崖、栾家、宅院、
鹿家、盛家、山北头。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楠楠) 12月17日全国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将举行，按照考试纪律要求，一旦发
现考生带有无线通信设备进入考场，则按违纪作弊处
理。

此次考试的烟台考点分别设在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以及滨州医学院等。按照安排上午进
行英语四级考试,下午进行英语六级考试,全国统一考试
入场时间为上午8时45分,下午14时45分。烟台市招考办
提醒广大考生,入场开始15分钟(即上午9:00,下午3:00)后
禁止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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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贴

民政部将为
城乡困难群众发放生活补贴

16
历史上的今天

12月

读
者
之
声

读者于芹：看今天报的乘客一起抓小偷的新闻，我很想说两句，又快过年了，小偷也想多“挣”两个，大家要
提高警惕啊。还有，见了小偷别怕这个怕那个，大家都团结起来，小偷不就偷不成了嘛！

读者萧胜国：现在有的人太气人了，没事就在你车上划道杠、敲块玻璃，去修车不但麻烦还上火，你说这
些人图的什么？如果有什么事可以留个纸条好好说说，车主下次注意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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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危害防治法即将颁布实施安
监

昨日股市增减仓占比榜

增仓占比榜
当日
风范股份
北纬通信
星期六
恩华药业
华仪电气
3日
风范股份
星期六
爱施德
智光电气
ST渝万里
5日
风范股份
星期六
南京中商
爱施德
新华都
10日
风范股份
星期六
南京中商
泰达股份
爱施德

减仓占比榜
当日
ST德棉
*ST钛白
ST国通
海能达
ST欣龙
3日
索菲亚
劲嘉股份
江中药业
*ST钛白
路桥建设
5日
众业达
索菲亚
*ST昌九
江中药业
ST中源
10日
*ST昌九
众业达
王府井
ST传媒
欧亚集团

(据东方财富通)

18日停电检修区域涉及
芝罘、莱山和开发区

电
力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孙淑玉) 记者从供电公司
了解到，因线路检修，12月烟台不同区域将停电，18日停
电区域涉及芝罘区、开发区和莱山区。如有用电疑问，市
民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咨询。

具体区域为：18日08:30-11:30，开发区恒利资源再
生、正和再生资源、大合再生资源、东远再生资源、云海
现代、泰鑫工贸、旌风企业、中祈环保、沙诸寺及周边区
域停电检修；08:30-17:30，停电检修区域涉及芝罘区张裕
葡萄酒、解放军71761部队、市政养护管理处及周边区
域；08:30-12:00，莱山区龙门建筑安装、康德经贸、深海包
装、林茂化工、信达包装、中交三行局、莱山经济开发区
管委、多米水泥制品、德胜机械、莱宝木业、丰园木业周
边区域停电检修。

记者近日获悉，由山东省消费者协会联合山东省
皮革行业协会开展的背提包比较试验结果发布，其中
包括稻草人牌女包、苹果牌女包、朗力牌手袋，玉玲珑
牌女包在缝合强度指标上被检出不合格。

据记者了解，本次比较试验样品基本涵盖了市场
上的常见品牌和知名度较高的品牌。既有省内产品，也
有省外产品，价格以中、低为主。检测项目主要有：外观
质量、负重、缝合强度、配件、拉链耐用度、摩擦色牢度、
五金配件耐腐蚀性等所包含的16项内容。(齐鲁网)

山东消协发布:

稻草人等皮包品牌缝合强度不合格

伤不起

虎妈

来源：综合

体体彩彩

15日，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在2012年
元旦春节期间为城乡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有关
工作，补贴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并于近日下达。

补贴标准比2011年提高一倍，城市低保对象每人300

元，农村低保对象和农村五保对象每人200元，优抚对象
等每人360元。(中国广播网)

1999年——— 中美就美国轰炸
中国驻南使馆的赔偿问题达
成协议。
1998年——— 我国成立第一个
大规模“政府网”。
1996年——— 国务院任命董建
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
行政长官。
1996年——— 我国设定股价涨
跌10%限定。
1989年——— 美国入侵巴拿马。
1 9 7 0年———《海牙公约》签
署。
1890年——— 人类第一次利用
血清注射治疗疾病获得成
功。
1770年——— 音乐家贝多芬出
生。
公元705年——— 中国女皇武
则天逝世。

起云剂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近日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职业危害防治法目前正在修订，很快就
要颁布实施，将成为职业危害防治的重要法律武器。

黄毅介绍说，《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
展 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专门对
职业危害的防治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立职业危害防范
设施的“三同时”制度。(新华网)

排列3第11342期中奖号码：2、0、4

排列5第11342期中奖号码：2、0、
4、2、5

联网22选5第11342期中奖号码：
03、08、13、17、20

中国足球彩票6场半全场第11162

期开奖结果：3、3、0、3、3、3、0、0、
3、1、1、3

中国足球彩票四场进球第11176

期开奖结果：2、0、3+、2、0、3+、2、2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奖截
止日为2012年2月12日，逾期作弃
奖处理。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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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2

33

加名税66

55

44

旅
游

烟台发布旅游警示

赴新西兰旅游需注意安全
本报12月15日讯(通讯员 王忠杰 记者 苗华茂)

15日，记者从烟台旅游质监所获悉，近日，我国一些赴新
西兰的游客和旅行团遭偷窃抢劫，损失大量财物。旅游质
监部门提醒广大游客，近期赴上述地区旅游需注意安全。

据介绍，目前正值新西兰夏季旅游旺季，游客人数大
量增加，且圣诞、新年将至，盗窃抢劫案件多发。烟台市旅
游质监所提醒各出境游组团社及拟赴上述地区旅游的市
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团队组织协调，游客尽量不要随
身携带大量现金，谨防偷窃抢劫。此外，新西兰的汽车驾驶
为右舵左行，南岛旅游地山势陡峭，请注意交通安全。

23日，大剧院有场
烟台艺校校友新年独唱音乐会

演
出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刘清源) 15日下午，“感恩母
校，经典奉献——— 烟台艺校校友新年独唱音乐会”新闻发
布会在烟台市芝罘区岩峰大酒店召开，记者获悉，23日，烟
台大剧院将有多名优秀烟台艺校毕业生做精彩演出。

本次音乐会由烟台市教育局、烟台市文广新局主办，
山东省烟台艺术学校承办，由烟台九开家居赞助，演出者
为学校的往届部分优秀毕业生，演出内容大多是中外著名
歌剧的经典唱段。7位表演者是徐大伟、孙青、刘雪峰、宿
慧、纪懋懋、宋委、王翔，其中5位是第一次回烟台开唱。

每位演员将独唱两首歌，其中有比较少见的德国歌剧
《你是我全部的爱》，以及男女二重唱、合唱等节目。著名的
男高音剧目《啊，我的太阳》将由四位男演员同台飙歌。本
场音乐会将于12月23日晚19：30在烟台大剧院上演。

出
台

山东9件建设法规规章近年有望出台
将网征意见
据悉，根据省人大、省政府统一部署，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提报了2012年度9件确保、争取和调研的立法项目，其中
地方性法规5件:《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东省城乡
规划条例》、《山东省城市供热条例》、《山东省房屋登记条
例》和《山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政府规
章4件:《山东省建筑企业劳动保障金管理办法》、《山东省城
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化管理办
法》、《山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近年有望出
台。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表示，仍将通过网络将一些重要的
法规规章公开征求意见，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立法项目
进行论证，欢迎公众参与。(据《大众日报》)

本报12月15日讯 (通讯员
李金鹏 记者 李园园) 15日，
记者从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烟台分院获悉，烟台特种设
备安全检测研究基地主体工程
已顺利完成，将成为承载检验检
测、科研开发、节能减排、应急救
援等综合功能的“特检基地”。

据了解，烟台特种设备安全
检测研究基地是全省特检5大检
测技术服务平台之一，也是胶东
质检中心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总
用地30500㎡，建筑面积19000㎡，
建设检验检测、国家级材料高温
性能试验、节能及技术救援3个
中心。

烟台特种设备安全检测

研究基地主体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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