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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12-25℃

上海 多云 21-24℃

济南 晴 14-26℃

青岛 晴转多云 17-26℃

大连 晴 17-24℃

东京 多云 25-31℃

大阪 大雨转中雨 24-27℃

首尔 阴转多云 20-24℃

釜山 雷阵雨转中雨 21-26℃

据中国天气网13日18时数据。

彩票
体彩
排列3第12250期中奖号码：9、9、
9。
排列5第12250期中奖号码：9、9、
9、5、2。
联网22选5第12250期中奖号码：
05、10、12、19、21。

兑奖有效期为60天，兑奖截
止日为2012年11月11日，逾期作
弃奖处理。

福彩
23选5第2012W250期中奖号码：
02、04、14、22、23。
3D第2012D250期中奖号码：0、2、
3。
双色球第2012S108期红球号码：
01、09、12、13、19、28，蓝球号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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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动态

烟
台

今天 晴 18-24℃

明天 多云 18-24℃

今起新石路部分路段封闭改造
预计17日可恢复通车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郑利坤 李庆梅
记者 孙淑玉 ) 为提高供暖质量，13日500供
热公司对新石路供暖主管网进行技术改造，施
工期间部分路段封闭，预计17日可恢复通车。

“这次主要是技术改造，把供水中继站改
成回水中继站。”500供热公司工程部吕主任告
诉记者，对主管网的技术改造有利于保证供暖

能力，提高供暖质量。施工期间将会封闭新石
路部分路段，项目施工结束预计17日结束，届
时可顺利恢复通车。

此外，记者从500供暖公司获悉，除新石路
外，2000年投入运行腐蚀严重的胜利路段、西
南河路段主管网已进行更换，西环网过白石
路段、西山华庭、蓁山隧道附近主管网、上林

苑、胜利路主管网过道管、也都进行了相应的
更新。此外，今年二级网改造施工的的工程有
100多项，惠安小区由于地处管网末端加长主
管线 2 0 0米，胜利油田由往年供暖效果不太
好，分两条管线，减轻管线负荷。石沟屯支线
管线改造正在进行中，春盛小区二级网也已
改造完毕。

低潮潮时 02：27 14：58

高潮潮时 08：38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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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

烟台市社会劳
动保险事业处与本
报联合推出“职工
养老保险问答”栏

目，如果您有缴纳养老保险方面的疑问，可发送短
信至15954530929,也可拨打本报热线967066。我们记录
后会咨询专家，并在报纸上刊登回复。

问：我1991年在烟台市企业参加工作并交纳
养老保险，可是养老保险对账单上的缴纳月数却
是1996年，差了5年，请问为什么？

答：这个现象没有问题，个人账户是从1996

年开始实行，因此对账单上的缴费年限从1996年
开始累计。

(通讯员 杨帆 孙冠群 记者 侯文强)

盘点全球
最奇特的博物馆

发榜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中国
这个博物馆由管道厂改建而

成，专门展示自来水的方方面面，
其中，包括130个“实体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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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危机5》震撼来袭

导演：保罗·安德森
主演：米拉·乔沃维奇 李冰冰 米歇尔·罗德里格兹
类型：动作/恐怖/科幻/惊悚
上映日期：2012年9月14日

故事讲述地球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保护伞公司研发的T病毒被恶意
散播，使得人类变成活尸互相残杀。当生化人从保护伞的秘密实验室苏醒
后，发现自己失去记忆，一连串的意外让她面临真假难辨的困境。她该如何
在天谴大限来临前找出生路，带领人类度过末日浩劫？

五龙河鲤种质资源保护区

被推荐申报国家级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李庆盛 韩学明 记
者 赵金阳) 日前，省海洋与渔业厅在济南召开会
议，组织专家对烟台、济宁、威海、日照、滨州等6处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申报材料进行论证。烟台莱阳五
龙河鲤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顺利通过评审，推
荐申报第六批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资
源

照旺庄镇三大新景观

亮相“第四届莱阳梨文化节”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李庆盛 刘春晓 记
者 赵金阳) 记者从莱阳市有关部门获悉，为迎接
今年的“第四届莱阳梨文化节”，照旺庄镇重点抓景
点建设，今年梨文化节他们将新推出慈梨王、明星树
和梨园艺术路面三个节日新景点。

照旺庄镇副镇长丁晓东告诉记者，今年，他们计
划投资40万元，打造慈梨三王知名景点。同时，还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打通整个景区的环梨园路。

第四届莱阳梨文化节将于9月26日至10月10日举办。

文
化

为答谢广大读者五年来对本
报的支持，在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即将迎来创刊5周年之际，本报推
出《齐鲁晚报·今日烟台》系列读
者活动之“齐鲁知多少”互动栏
目。本栏目每天将提出一个关于
本报的问题，读者可拨打967066进

行回答，每天答对的前两名将获得本报送出
的礼物——— 东方电影城免费影票。

今日问题：在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
结果中，发行量在世界日报中排名第几位？
昨日答案：全员招聘
昨日获奖读者：姜文浩 陈佳佳

格齐鲁知多少

节
能

盾安莱阳供热项目将开工
计划3年内实现供热700万平方米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李庆盛 张元昕 记
者 赵金阳) 记者在近日召开的“莱阳市盾安供热
项目协调会”上获悉，该项目预计9月中旬将进行一期
工程施工建设。

据了解，盾安莱阳供热项目是进入胶东地区的
首个节能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占地100亩。项目
设计供热能力700万平方米，其中一期供热面积150万
平方米，计划3年内项目将全部竣工投产。

·13日晚间，杰瑞股份 (002353)披
露，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14日开
市起停盘。(记者 李园园)

·14日，烟台部分区域停电检修，集
中检修区域：芝罘区、开发区。市民可拨打供
电服务热线95598详细咨询。(记者 孙淑玉）
·每年的9月14日——— 为“中国网民节”。
·9月15日，“2012上海秋季花展”在上海举行。
·9月16日，第二届全国麻将锦标赛北京开赛，
总奖励额高达30万。
·9月16日，《闽南神韵》专题片将在CCTV-
NEWS频道《中心舞台》栏目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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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牌价表
单位：人民币/100外币

货币名称 现汇买入价 现汇卖出价

英镑 1015 . 39 1023 . 55

港币 81 . 43 81 . 74

瑞士法郎 672 . 62 678 . 03

美元 631 . 51 634 . 05

加拿大元 645 . 18 650 . 37

日元 8 . 1185 8 . 1755

澳大利亚元 657 . 51 662 . 79

欧元 813 . 59 820 . 12

联系电话：6599820
发布时间：2012-09-13 15：49：18

H族
“H族”，是指倡导新兴生活

型态的族群。他 (她 )们以中产
阶级、高净值人群、富豪等精英
身份拥有较多的财富，但并不
追求表面的奢华，不刻意逢迎
时尚和潮流，自然、时尚、健康、
精致、优雅的生活方式中蕴藏
着幸福。其核心特征是“高知、
高收入、高品位”。

(由互动百科提供)

今日热词

22 狗项圈博物馆，英格兰
这里展示的100多件独一无

二小狗服饰，记录了从中世纪时
期开始的犬类配饰历史。

C08

33 Avanos头发博物馆，土耳其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头

发，来自16000位女性。并且每一
撮头发旁边注明了其主人的姓
名和地址。

44 面包博物馆，德国
超过18,000件的展品展示

了长达6000年的面包艺术历史，
最古老的展品来自石器时代的
面包房。

减仓占比榜
当日
山推股份
德力股份
欧菲光
易联众
中金岭南
3日
广宇集团
零七股份
劲嘉股份
申能股份
东方航空
5日
老板电器
广宇集团
东方航空
国投电力
中国银行
10日
申能股份
东方航空
金枫酒业
安信信托
洪城水业

增仓占比榜
当日
大唐电信
ST中冠A

天业股份
高金食品
科新机电
3日
大唐电信
天业股份
高金食品
科新机电
天津磁卡
5日
大唐电信
天业股份
南岭民爆
森远股份
科新机电
10日
森远股份
中原特钢
*ST冠福
深桑达A

科新机电

(据东方财富通)

昨日股市
增减仓占比榜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楠楠) “烟台市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9月圆满收官，共筹集资金总金额121 . 1

万元，323名贫困大学新生踏上求学路。这是全市希望
工程历年来救助金额和人数最多的一年。

据介绍，该项活动在烟台已经连续开展了8年。今
年，团市委希望工程基金办公室继续开展“希望工程圆
梦行动”面向全市“低保边缘家庭大学新生”进行救助。

“圆梦行动”已筹集资金120余万

300余名大学新生喜获资助

公
益

烟台市海峡两岸妈祖文化节

将于9月下旬召开
学
术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张莉)

烟台市海峡两岸妈祖文化节暨妈祖文化研讨会将
于2012年9月22日至25日在烟台市召开。

本次活动由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烟台市台办、
烟台市文广新局承办，烟台市博物馆协办，届时将有
台湾北港朝天宫、台中沙鹿紫云宫等妈祖宫庙代表，
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

综合企业招聘会18日举行

百家名企现场招贤纳士

本报9月13日讯(通讯员 矫磊 曹玉洁 记者
侯文强) 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将在18日举行“大型

综合企业招聘会”，届时，冰轮集团、塔山旅游风景区、振
华量贩、家家悦超市、迈夫诺达机械、同德食品等100多家
知名企业将参会，提供就业岗位1200多个。招聘的岗位涉
及部门经理、会计、计算机工程等70多个专业工种。

乘坐7、17、10、23、52、62路车人力资源市场(体育
公园)站点下车既是。

招
聘

福山评出首批

“政府放心油粮、餐饮店”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刘清源) 近日，福山区里确定
了今年首批“政府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和“主食厨房店”。

此次审核由区粮食局联合商务、工商、食品药品
监督部门联合进行，严格按照《政府放心粮油工程创
建标准》考量申报条件。最终确定“福山军队粮油供应
站粮店”、“北一路包子铺”、“北一路包子铺天府分店”
三家店铺挂牌成为福山区2012年首批政府放心粮油
工程示范店和主食厨房店。

餐
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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