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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市区蔬菜检测点共检测蔬菜
样品5075个，其中合格4920个，蔬菜总
体合格率为96 . 9 %，下降了1 . 1个百分
点。预计本周蔬菜质量上升的有：黄瓜、
油菜、芹菜、韭菜。

上周蔬菜质量上升的蔬菜品种和百
分比：黄瓜0 .6%、茼蒿0 .3%；蔬菜质量下降
的有：生菜0 . 6%、韭菜1 . 1%、小白菜0 . 5%、
油菜1 . 6%、芹菜1 . 0%。预计本周蔬菜质量
上升的有：黄瓜、油菜、芹菜、韭菜。

通讯员 周兆亭 记者 秦雪丽

上周蔬菜质量

下降1 . 1个百分点

质检

《小时代》27日上映

城市 天气 气温

北京 雷阵雨 22℃/30℃

上海 大到中雨 23℃/28℃

济南 多云 27℃/34℃

青岛 多云 20℃/24℃

大连 雷阵雨 19℃/24℃

东京 阴转小雨 22℃/24℃

大阪 小雨 21℃/23℃

首尔 小雨转多云 19℃/30℃

釜山 阴 21℃/25℃

据中国天气网24日18时数据

彩票 导演：郭敬明
演员：杨幂/郭采洁/郭碧婷
类型：爱情/剧情
上映日期：6月27日
看点：

即将于27日上映的《小时代》，号称是一部“男孩了解女生的
百科全书。影片讲述了四个从小感情深厚、有着不同价值观和人
生观的女生，先后所经历的友情、爱情，乃至亲情的巨大转变。用
某杂志的话总结，《小时代》是郭敬明“小四”映射时代的工具，同
时也是小四献给少年青春的祭品。

烟台开展城乡住户调查改革
建立城乡可比的、以可支配收入指标为核心的居民收支指标体系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王晏坤) 记者获
悉，烟台市府办近日下发《关于开展城乡住户
调查一体化改革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
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
改革工作。

据悉，本次改革将针对城镇和农村住户
调查统计指标不统一的现状，将统计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改为统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设置农村、城镇和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

指标，建立起城乡可比、以可支配收入指标为
核心的居民收支指标体系。

根据《山东省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
查实施方案》的要求，烟台全市抽选1810宅
( 户 ) 城乡住户家庭作为调查样本，采用统
一的问卷和记账格式直接采集原始数据，
以满足市、县 (市、区 )两级城乡住户调查需
要。

目前，烟台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

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确保调查
样本户正式记账，并定期发布全体居民收
支数据。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由两部分组
成：分省住户调查、分市县住户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住户
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居民家庭食品和
能源消费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
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情
况以及其他民生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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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天气
多云转雷阵雨

30℃/21℃
东南风
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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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王晏坤) 记者从
烟台市府办获悉，烟台市将于2014年1月起针
对全市第二三产业开展普查登记工作。

据介绍，本次针对全市第二三产业的经
济普查是继2009年后的第三次全市经济普
查。将建立健全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
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
理信息系统等。

本次经济普查对象是在烟台市境内从

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的主要内容
包括单位基本属性、从业人员、财务状况、
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及
主要资源消耗、科技活动情况等。对联网直
报企业、非联网直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分
别设置普查内容和普查表。本次经济普查
将充分运用手持电子数据采集设备、普查
区电子地图和电子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信

息技术。
据了解，本次经济普查分为四个阶段，

2013年底前为准备阶段，2014年1月至3月为登
记阶段，2014年1月至4月为数据审核、检查和
验收阶段，2014年5月至2015年10月为数据汇
总、评估和发布阶段。

普查标准时点确定为2013年12月31日，
普查时期资料为2013年年度资料。目前，各项
准备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

第三次全市经济普查明年开展

调查重点放在摸底二三产业

观影

6月25日 星期二

鲁信影城影讯

《不二神探》

参考票价：50元
导演：王子鸣
演员：文章/李连杰/刘诗诗
类型：喜剧/动作/犯罪
时长：98分钟
场次(普通话)：10：40、11：20、12：30、
13：10、14：20、15：10、16：10、17：00
18：00、19：00、20：00、21：20

《超人：钢铁之躯》3D

参考票价：80元
导演：扎克·施奈德
演员：亨利·卡维尔/艾米·亚当斯
类型：动作/冒险/奇幻
时长：143分钟
场次(原声)：09：40、11：00、14：00、
15：00、16：40、19：40、20：20

场次(普通话)：10：20、13：00、15：40、
18：20、21：00

今日天气
晴

28℃/22℃
南风
4-5级转3-4级

记者从福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了解到，2013年烟台市福山区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体检将于7月3日上午进行。

据了解，进入体检范围的人员要
于6：20前，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到福山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口集合(福
山区福海路152号，原报名地点门前)，
统一乘车参加体检。检人员名单已经在
半 岛 制 造 业 人 才 网 ( h t t p ：/ /
www.fsrc.gov.cn/)公布，考生可登录网
站查询考试成绩和体检注意事项。

通讯员 杨雪樱 记者 蒋慧晨

福山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7月3日体检

体检

2013年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
上咨询周活动于日前启动，为期一个周。

据介绍，今年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调
整到夏秋季，即8月1日开始征兵、9月1日批
准入伍、9月5日起运新兵、9月30日征兵结
束。高中以上学历适龄青年可登录预征报
名平台(http：//zbbm.chsi.com.cn/)报名。

2013年高校毕业生应征入伍政策网
上咨询周活动时间为6月21日-28日，上午
9：00-11：30，下午14：00-16：30。毕业生可
直接登录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
化平台(http：//www.ncss.org.cn/zixun/
zbzx2013)与专家互动。 记者 李楠楠

毕业生入伍政策

网上咨询周启动

征兵

观赛

6月25日星期二

16：00 CCTV5直播/乐视直播
/PPTV直播 男篮热身赛 中国
VS乌克兰

16：00 PPTV直播 中美超级
女排对抗赛决赛(季军战)

20：00 CCTV5直播/PPTV直
播 中超 广州恒大VS上海东亚

22：30 CCTV5直播 温网公
开赛

近日，开发区新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就业创业工作切实增加群众收入的
实施意见》。根据这项惠民“大礼包”的含
金量估算，未来三年，开发区将安排5000

万元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创业。
据介绍，新版的《实施意见》大幅度增

加了政府对就业创业工作的支持力度。主
要表现为扩大扶持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奖
励扶持项目进一步增多等。此外，优惠补贴
期限也进一步延长。例如，失地居民稳定就
业补贴、企业吸纳就业奖励政策期限，均延
长到了2015年年底。 记者 李楠

开发区斥资5000万

助推就业创业

惠民

近日，由国家城乡和住房建设部，
山东省城乡和住房建设厅，省发改委，
省经信委联合组成的国家节水型城市
专家复查组对烟台市节水型城市建设
工作做了现场复查。

依据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的有关
规定，烟台市的节水型城市的技术管
理，技术考核等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节
水型城市复查要求，这也标志着烟台市
顺利通过了国家节水城市的复查，将继
续保有全国节水型城市这一桂冠。

记者 姜宁

烟台通过国家级

节水型城市复查

节水

天气

本周天气晴雨参半

气温逐渐回升
弱冷空气的尾巴让23日的烟台阴

了一整天，24日烟台天气转好，气温逐
渐回升，25日到26日，局部有阵雨。

据烟台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显示，烟台市区及各县市，25日白天晴，
南风4-5级转3-4级，气温在20℃到31℃
之间；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天气多云，
北部地区有阵雨，南风4-5级，气温在
19℃到32℃之间。

另据预计，27日到7月3日之间，有
一次降水过程，出现在28日到29日，有
阵雨或雷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记者 王晏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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