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 多云转小雨 14-21℃

明天 小雨转多云 13-19℃

通联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晴 11-22℃

上海 多云 18-27℃

济南 晴 11-21℃

青岛 多云 14-22℃

大连 雷阵雨转多云 12-18℃

东京 小雨转阴 20-27℃
大阪 小雨 20-27℃

首尔 多云 18-23℃

釜山 阴 17-25℃

据中国天气网27日18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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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片区住宅已征收98 . 6%
片区北部商业综合体有望11月初开建

盘点国内

景区的“吉尼斯”

烟
台

今日烟台

本报 9月 2 7日讯 (记者 李园
园 ) 2 7日上午，芝罘区召开常委
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区重点项
目推进、胜利区片改造项目以及
旧居改造等工作中提到，胜利片

区北部商业综合体区域已具备开
工条件。

据了解，胜利区片改造作为
烟台市迄今为止改造规模最大、
涉及群众最多、情况最复杂的棚

户区改造项目，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目前房屋征收已完成住宅
征收的98 . 6%，非住宅征收的97%，
区片北部商业综合体区域已具备
开工条件。

为确保胜利片区北部区片土地
节后顺利摘牌，确保北部综合体项
目11月初开工建设，计划11月底前
完成全部征收工作，力争年底前启
动胜利片区南部安置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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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出生，2007年毕业，目前已经工作好
几年了，一直没交社保，请问现在可以补缴？

答：如果工作单位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或
没有为你缴纳社保，建议你直接到当地劳动监察
部门投诉。否则不可以补缴。

通讯员 孙冠群 记者 侯文强

小海龟游历世界

《萨米大冒险》剧情励志
导演：本·斯塔森
国家：比利时
类型：动画/冒险
看点：《萨米大冒险》在中文配音版中，伴随着几
代人长大的“金龟子”刘纯燕，此次为童年“萨米”
和海龟“维拉”两个角色担纲配音；而以热情、活
泼、能歌善舞的主持风格深的哆来咪，则在片中
献声萨米的挚友——— 海龟“雷”。不同于其它的3D

动画大片，是一部向观众传达了既简单又隽永的
情感，既浪漫有趣又能引人深思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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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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 98 1023 . 14

港币 81 . 1 81 . 41

瑞士法郎 667 . 87 673 . 23

美元 628 . 82 631 . 34

加拿大元 637 . 96 643 . 08

日元 8 . 0808 8 . 1375

澳大利亚元 652 . 35 657 . 59

欧元 807 . 73 814 . 22

联系电话：6599820
发布日期：2012-09-27 16：23：29

世界最高的观光厅
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间：
2009年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

是上海乃至中国的标志之一，这
座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高楼。
高492米，地上101层。

22

世界最高、最快的电梯
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间：
2002年
百龙天梯位于张家界武陵源

袁家界景区内。垂直高差335米，运
行高度326米，运行速度3米/秒，从
山底到山顶，只需花1分58秒钟。

11

交通拥堵指数
交通拥堵指数是根据道路

通行情况，一些城市设置的综
合反映道路网畅通或拥堵的概
念性指数值，它相当于把拥堵
情况数字化。本词条内容以北
京为例，拥堵指数在0至2之间为

“畅通”，2至4之间为“基本畅
通”，4至6之间为“轻度拥堵”，6
至8之间为“中度拥堵”，8至10之
间为“严重拥堵”。

(由互动百科提供)

今日热词

历史上的今天

99月月

28
1868年——— 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第一号火轮船竣工，这是中国自
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
1 9 7 4 年 — —— 中 国 第 二 大 油
田——— 胜利油田建成。
1979年——— 中国第一条光导纤维
通讯线路在上海并入市内电话网
试验。
1982年——— 中国第一条复线电
气化铁路石太线通车。
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

表
彰

海阳召开“第三届亚沙会”

筹办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娜) 27日，第三届亚沙会
筹办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烟台海阳召开。会议总结了5

年多来亚沙会筹办工作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并表彰了
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第三届亚沙会在海阳举行，这是我省首次承办的
洲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和地区的
16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13个大项、49个小项的比赛。

·9月30日，第九届中国国际汽车展
于合肥开幕。

·国家药监局正在酝酿修订《药品广告审
查办法》，拟禁止非处方药(OTC)在大众媒体上
发布广告，只能在指定专业媒体上发布。(一财)

·10月1日起，《供电服务规范》将实施，《规范》
规定，停电须提前3―7天通知用户，并在停电30分
钟前再次通知用户，否则将受国家电监部门查
处。

有
用

体彩
排列3第12264期中奖号码：0、9、2。
排列5第12264期中奖号码：0、9、
2、0、9。
联网22选5第12264期中奖号码：
11、12、13、15、17。

福彩
23选5第2012W264期中奖号码：
03、04、05、06、13。
双色球第2012S114期红球号码：
01、06、11、26、27、29，蓝球号码：
15。
3D第2012D264期中奖号码：7、9、7。

滨州医学院2013年预计

招收368名硕士研究生
教
育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楠楠) 近日，滨州医
学院公布了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明年预计
招收硕士研究生368名，比去年增加了24个招生专
业，增加了29个计划。

据了解，滨州医学院2013年计划招生数为368

人。2013年硕士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网址为
http://yz.chsi.cn/或http://yz.chsi.com.cn)。网上报名日
期为2012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
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楠楠) 9月27日上午，养
马岛滨海礁石滩公园开园仪式在秦马广场举行。

据了解，养马岛滨海礁石滩公园为牟平区重点
工程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项目全长约8 . 7公里，面
积约729亩。集獐岛休闲区、碧螺滩景区、秦风崖景
区、西山湾景区四大景区20个节点于一体。

养马岛

滨海礁石滩公园开园纳客
旅
游

烟台市慈善总会发放慰问品

惠及100户低保家庭
公
益

本报9月27日讯(通讯员 单伟伟 记者 李
楠楠) 记者获悉，近日烟台市慈善总会举行建源
集团慈善公益基金揭牌暨慰问品发放仪式。

据悉，建源集团此次设立基金规模为200万元
人民币，首期注入100万元，剩余100万元将采取4年
内分期付款方式，每年注入不少于25万元。基金主
要用于爱心助学、援建希望小学，困难家庭、社会
特殊群体救助，慈善总会将设立专账管理，按照捐
助者的意愿安排善款用途。

基金设立后，第一时间为来自芝罘区卧龙工
业园区的100户低保困难家庭发放了白面和花生油
等生活用品，每户一袋白面一桶花生油，现场发放
慰问品价值近2万元。


	J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