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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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 缺潮

高潮潮时 05:59 18:33

烟台动态

山东看点

今天 阴/小雪 -4-2℃

明天 小雪 -5-0℃

市县 天气 气温

蓬莱 阴/多云 -4-2℃

栖霞 阴/小雪 -6-2℃

龙口 阴/多云 -3-2℃

招远 阴/多云 -5-3℃

莱州 阴/多云 -4-3℃

莱阳 阴/多云 -6-3℃

海阳 阴/多云 -5-4℃

长岛 阴/多云 -3-2℃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7-2℃

上海 阴 3-11℃

济南 晴 -6-2℃

青岛 多云 -2-4℃

大连 晴/多云 -7-0℃

东京 阴 6-10℃

大阪 小雨/中雨 6-10℃

首尔 多云 -5-1℃

釜山 阴/晴 1-9℃

据中国天气网20日18时数据。
整理 本报记者 张琪

冷空气再来

今天北部地区有小雪

烟台公布烟花爆竹禁售路段
涉及六个区20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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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旅游服务行业高校毕业生
网上招聘活动周22日举办

银行卡刷卡手续费有望降低经
济

11

33

教
育

山东大学2012年普通本科
自主选拔开始报名

44
开发区泰山路市民卡服务站
变更办公地址

便
民

1-11月烟台市民人均
娱乐花费600多元

本报12月20日讯 (记者 张琪)

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南
下，预计21日中午开始影响烟台市，
北部地区有小雪，西北风，海面逐渐
增强到7-8级阵风9级，同时气温下
降5-7度，22-23日早晨最低气温，沿

海地区-5℃，内陆地区-8℃，请注意
防范。

具体预报如下：20日白天，多云
间阴，北部地区局部有小雪，西北
风，海面6-7级阵风8级，陆地5-6级；
最高气温3℃。22日：北部地区阴有

小雪，其他地区多云；北到西北风，
海面7-8级阵风9级转6-7级阵风8

级，陆地5-6级阵风7级；-7～-1℃。23

日：北部地区小雪转多云，其他地区
多云；西北风，海面6-7级转5-6级，
陆地4-5级转3-4级；-8～-1℃。

昨日股市增减仓占比榜

增仓占比榜
当日
*ST天润
西藏城投
美利纸业
长城电工
亚星锚链
3日
美利纸业
星期六
长城电工
正和股份
华西村
5日
星期六
风范股份
长城电工
新华都
华西村
10日
星期六
南京中商
风范股份
泰达股份
长城电工

减仓占比榜
当日
重庆啤酒
路桥建设
富安娜
华联股份
汇川技术
3日
重庆啤酒
ST国创
*ST昌九
三峡新材
汇川技术
5日
重庆啤酒
三峡新材
*ST昌九
路桥建设
天业通联
10日
*ST昌九
重庆啤酒
三峡新材
众业达
路桥建设

(据东方财富通)

近日有消息称，相关部委正在酝酿降低商户刷卡
手续费，酝酿中的新方案将大幅降低消费者和商户的
成本，其中，银联的转接费将按照每笔交易金额的
0 . 05%收取，封顶5元。

以餐饮消费为例，过去刷卡消费1000元商户需承
担14元刷卡手续费，新方案需支付3元，降幅近80%。
(中国经济网)

三角牌烙铁

凤凰自行车

飞人牌缝纫机

来源：新榜网

本报12月20日讯 (记者 李大鹏) 距离龙年烟花
爆竹开售日期越来越近，很多市民开始咨询采购烟花
爆竹的具体事宜。近日，烟台安监部门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安监部门在对市区路段实际考察后，进行了禁售路
段划分。

目前，芝罘区的南大街和化工路两侧，莱山区的迎
春大街、澳柯玛大街、观海路、滨海路、烟大市场步行街、
港城东大街等道路两侧和芳华园市场周边，福山区的河
滨路、南苑街、永安街、天府街、永达街、港城西大街和县
府街东段等道路两侧，牟平区政府大街两侧，开发区长
江路、黄山路两侧，高新区滨海路两侧等都被设为禁售
路段。

此外，在烟花爆竹零售店周边10米范围内，不能有
明火设施；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周边50米
范围内，禁设烟花爆竹零售点，100米范围内，不能有加
油站及其它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设施。车站、
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通讯设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
护区内禁止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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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刘清源) 20日，记者获悉，自
2011年12月21日起，位于开发区泰山路82号电信营业厅内
的市民卡服务站停止办理一切业务。新办公地址变更为
开发区彩云城大钟楼手机城电信营业厅内，工作时间：周
一至周日8:00-17:00。

芝罘工商开展节日食品安全检查
投诉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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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2012年自学考试报名开始
网上报名只接受老考生
山东省2012年4月自学考试报名已开始 ,网上报名

只允许老考生参加,时间截至2012年2月15日,考生可在
每天早8点至晚7点报名。

首次报名的新考生仍然到当地报名点办理报考手
续 ,时间截至12月24日。网上报名时考生需选择报名点
(安排考场),考生将在此报名点领取考试通知单和成绩
合格证。考前一周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网站打印考试通知单,也可到所选择的报名点领取。
(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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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
因大雾临时关闭
20日，记者获悉，因大雾天气，山东部分高速公

路临时关闭。截至今天 ( 20日 ) 11时，山东省因雾入口
临时关闭的收费站有：G20青银高速青岛、即墨、蓝
村站银川方向，邹平、寿光、昌乐、潍坊、潍坊东站青
岛方向，临淄、淄博、周村、青州西、青州东、胶州、高
密、饮马、潍城站双向。

据山东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山东省大部地区有轻
雾。明起三天，气温逐步下降，半岛北部地区有阵雪。
(中国广播网)

市民刘政：开通网上购票的报道，大快人心！我本身也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每到寒暑假，排队购票的人都很
多。这下好了，不用再担心大冷天的，起个大早去窗口排队买票。

市民吕先生：看了孩子的“马路守护神”刘奶奶的新闻，我觉得大家应该好好向她学习。最近，烟台出了不
少好人，说明咱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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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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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1347期中奖号码：2、9、
0

排列5第11347期中奖号码：2、9、
0、7、1

七星彩第11149期中奖号码：7、
0、7、7、5、2、1

联网22选5第11347期中奖号码：
03、05、10、15、17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奖
截止日为2012年2月17日，逾期
作弃奖处理。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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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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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12月

2008年——— 中国火车票儿童
身高标准调整，上限提高了
10厘米达到1 . 5米。
2001年——— 全国野生动植物
保护工程启动。
2000年——— 第二颗“北斗导
航试验卫星”在西昌升空。
1997年——— 中国建成亚洲最
大跨声速风洞。
1992年——— 大秦铁路全线开
通。
1991年——— 阿拉木图宣言签
署，苏联解体。
1967年——— 评剧演员小白玉
霜逝世。
1964年——— 中国首次提出实
现四个现代化。
1945年——— 二战名将巴顿逝
世。

体体彩彩

灯塔肥皂

66 上海牌手表

55 北京牌电视机(天津产)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李楠楠) 山东大学2012年
普通本科自主选拔录取招生计划拟定500人,符合条件
的学生可以开始网上报名。山东考生网上报名2012年1

月5日截止。
据了解,学生可通过校长推荐、中学推荐以及学生

自荐方式报名。山东考生可登录山东大学本科招生网,

选择“山东大学自主选拔录取报名平台”按要求填写信
息，打印《山东大学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报名表》(“中学
推荐”考生须经中学审核通过后方可打印)。山东考生
网上报名2012年1月5日截止。

资格审核合格的考生名单将在山东大学本科招生
网公布。省外联合考试2012年2月11日笔试；山东考生笔
试时间安排在联考前后，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12月20日(通讯员 曲爱国 记者 秦雪丽)

元旦、春节“两节”期间是食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高峰
时段，为切实做好“两节”期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自
12月20日起，烟台市工商局芝罘分局将对全区流通领域
食品安全进行综合整治。

此次整治重点检查全区范围内各大商场、超市、百货
商店的进销货台账、索证索票等食品档案，深入开展对肉
制品、食用油、乳制品等重点品种和热销食品的执法检
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在此，工商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
食品一定要保存好购物发票，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及
时拨打12315举报投诉电话，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报12月20日讯(通讯员
陈蓬 记者 秦雪丽) 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体育设施
的不断完善，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已成为居民家庭消费热点，用于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方面的投入
也在不断增加。1-11月份，烟台
市城市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服务
支出为653 . 3 4元，比同期增加
121 . 91元，增长22 . 9%。

在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中，参
观游览支出比同期增加5 7 . 6 7

元，增长73 . 4%；健身活动支出比
同期增加24 . 73元，增长28 . 2%；
团体旅游支出比同期增加29 . 27

元，增长12 . 0%。
另外，成人教育、家教费等

各类教育费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1-11月份，人均成人教育费
支出比同期增加10 . 05元，增长
18 . 3%；家教费人均支出比同期
增加18 . 36元，增长74 . 1%；其他
教育费用人均支出比同期增加
18 . 48元，增长44 . 4%。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李楠楠) 全国旅游服务行业高
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周将于2011年12月22日至28日举办。

据了解，本次网上招聘会用人单位信息和高校毕业
生求职信息，可以在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
台“新职业网”(www.ncss.org.cn)和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
会官方网站(www.cteweb.cn)网站上免费发布，供用人单
位与高校毕业生浏览和在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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