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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芝芝罘罘中中小小学学划划片片拟拟88月月1100日日公公布布
发现食物中毒
需2小时内上报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宋佳
通讯员 王峰) 夏季气温高，致病
微生物易滋生，市区各大医院频繁收
治因进食食物腹泻的患者。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要求，一旦发现食物中
毒患者，事故发生单位和医疗机构应
当在2小时内向部门报告。

餐饮服务单位严防细菌性食物
中毒，须严把“五关”，即原料采购关、
人员健康关、场所环境关、餐饮具消
毒关、制作过程关。餐饮从业人员应
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食品加工制
作、贮存场所保持卫生，餐饮具用前
彻底洗净消毒。市民就餐后，如发生
剧烈呕吐、腹泻，同时伴有中上腹部
疼痛，要及时治疗，并保存好消费票
据、就诊记录、检验报告、问题食品等
相关证据。

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
醒，事故发生单位和医疗机构发现食
物中毒病人，应在2小时内向该局报
告，并积极配合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还有，不要食用河豚鱼、有毒或不认
识的野生菌和野菜、未烧透的豆浆和
四季豆、发芽或黑色青皮土豆制作的
菜肴；不吃或少吃生食海产品。

动物诊疗垃圾

实现无害化处理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孙芳芳
通讯员 肖传仕 ) 小动物生病

了也要治疗，产生的诊疗垃圾是不
是一丢了之？为消除动物诊疗垃圾
带来的危害，开发区农海局动物卫
生监督所积极协调卫生部门，实现
全区动物诊疗垃圾处置率100%，成
为烟台率先实现动物诊疗垃圾集中
处置的县市区。

开发区农海局动物卫生监督所
工作人员介绍，之前动物诊疗垃圾都
是由诊疗机构自行焚毁、填埋，既无
法保证效果，又污染环境。在动物诊
疗垃圾无害化处理新方式下，各动物
诊疗机构实行专人管理、专本登记、
专门场所密闭放置、定期集中处置。

目前，4家动物诊疗机构都配备
了专门的暂存设备，并加贴警示标
识。每隔两三天，就将诊疗垃圾送往
国医糖尿病医院，再由烟台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中心清理运输、集中处理。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刘清源) 近日，记者从芝罘区
教体局获悉，2013年芝罘区中
小学学区划分将在8月10日公
布，除了新建小区和合并学校，
今年芝罘区学区划分和去年基

本没有差异。
芝罘区教体局教育科科

长刘永洲介绍，芝罘区 2 0 1 3

年中小学学区划分情况将于
8月10日左右向社会公布。芝
罘区相较其他县市区，学区

划分的结果公布比较晚，是
为了防止一些学校提前开设
学前班，加重学生暑期的学
业压力。

刘永洲还透露，除了因校
合并更改、新建小区加入等原

因，2013年芝罘区中小学学区
划分原则上延续2012年的方
案。家长可以登录芝罘区教育
网对2012年的学区划分情况进
行查询，以便为孩子提前做好
入学准备。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王
晏坤 ) 随着22日大暑节气的
到来，烟台市气象台和烟台市
海洋气象台已共同解除暴雨蓝
色预警信号。目前，烟台市的降
水已明显减弱，预计明天夜间，
东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其他地区阴转多云。

自入伏后，受阴雨天气影
响，烟台的气温都不算太高。其
中持续5天时间，最高气温还不

到30℃，相比往年凉快多了。按
说大暑节气过后，烟台将会“闷
热”起来。

按照烟台气象专家吴树功
的说法，烟台热在“七下八上”。
进入大暑节气后，烟台最高气
温将直线上升，清热天将越来
越多，正儿八经游海泳的时节
到了。

虽然22日进入大暑节气，
但烟台市气象台21日18时发布

的天气预报显示，22日白天，全
市天气不稳定，有阵雨或雷雨，
预计22日夜间到23日白天，全
市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同
时伴有雷电。

天气预报如下：烟台市
区及各县市，22日白天，有阵
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最
高气温沿海27℃，内陆30℃；
2 2日夜间到 2 3日白天，阴转
中雨，局部大雨，伴有雷电，

东南风 3到 4级，2 3日下午转
西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
7到 8级，气温 2 1℃到 2 7℃之
间；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多
云到少云，西北风转西南风，
4到 5级，气温在 2 0℃到 3 2℃
之间。

另外，25日到31日期间，还
将有一次降雨过程，预计出现
在29日前后，有阵雨或雷阵雨，
雷雨时阵风较大。

今今日日大大暑暑，，游游海海泳泳的的时时节节到到了了
暴雨蓝色预警暂解，但今明两天还有雨，气温有所上升

去去医医院院看看病病，，有有了了免免费费接接送送车车
汽车总站开通至毓璜顶、烟台山医院的双向免费直通车

本报7月21日讯 (见习
记者 吴江涛 ) 2 0日凌晨，
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分
别上涨0 . 24元和0 . 26元，创今
年3月份成品油新定价机制出
台以来的最大涨幅。烟台市场
上93号汽油价格每升上涨到
大约7 . 4元，0号柴油价格每升
涨到大约7 . 2元。对这次油价
上涨，记者调查发现，私家车
主和货车主对这次涨价表现
比较淡定，但普遍认为油价涨
价之前压力就已很大。

2 1日，记者在市区内走
访发现，私家车主对油价上
涨的态度大都比较淡定。市
区几家加油站的车流量并没
比涨价前减少太多，市民似
乎并没有太在意这次涨价。
不过也有市民表示，油价本
身就已很高，这次涨价让本
来已经不小的压力更大了。

“能少开车就少开车吧。”一
位市民说。

市民翟先生有一辆私家
轿车，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翟先生的油箱容量100L,每月
需要加一次油，这次 9 3号汽
油每升平均上涨 2毛 4，他每
个月就需要多花 2 4元左右。
翟先生说，涨价前每月油钱
就要将近 1 0 0 0元，涨价后每
月也就是多掏几包烟的钱，
还能承受，只是希望油价能
尽快将下来。不过据相关媒
体报道，受国际市场原油价
格的影响，未来油价还会继
续上涨。

相比私家车主，跑物流的

货车车主受油价上调的影响
更大，而油价也直接关系到他
们每月的收入。王先生拥有一
辆解放牌大货车，挂靠在烟台
市区一家物流公司，常年在烟
台和济南之间拉货。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的
油箱容量是 2 8 0 L，每月需要
加满 5次柴油，也就是 1 4 0 0 L

柴油，每升平均上涨2毛6，每
个 月 的 油 钱 就 要 多 花 大 约
364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
生活费。

油油价价上上涨涨，，货货车车主主每每月月多多掏掏半半月月生生活活费费

停
在 汽 车
总 站 内
的 免 费
接送车。
( 通 讯 员
供图)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钟
建军 孙健 通讯员 李秀
丽) 坐客车到烟台汽车总站，
还要坐公交或打车去医院？今
后不用了！在车站里乘坐就可
坐免费车直达医院。记者获悉，
烟台汽车总站已开通至毓璜顶
医院、烟台山医院的双向免费
直通车，以方便各县市区的市
民看病就诊。

日前，招远市民张女士陪
母亲来毓璜顶医院看病，让她

没有想到的是，在车站下车后，
没出车站就坐上了去往医院的
免费车。“真是为乘客着想啊！”
深受感动的张女士发帖称赞。

据了解，烟台汽车总站继
开通至毓璜顶医院免费直通车
后，15日起又与烟台山医院联
手开展直通车免费接送服务。
就诊旅客乘车抵达烟台汽车总
站后，可在总站出站口乘坐发
往烟台山医院的免费直通车；
从医院出来，也可在医院正门

南侧的宣传牌处候车，乘免费
直通车直达烟台汽车总站返
程。

21日，记者来到烟台汽车
总站，一进大厅，就看到电子屏
幕上滚动着已开通去往毓璜顶
医院、烟台山医院免费接送车
的信息。据工作人员介绍，免费
接送车一共两辆，一辆是9座的
商务车，另一辆是35座的交运
快车。

21日下午，记者在毓璜顶

医院门口看到一辆商务车，上
面写着“毓璜顶医院-总站免
费接送车”。

据悉，烟台汽车总站至毓
璜顶医院发车时间为8：00、9：
00、10：00、15：00、16：00，毓璜顶
医院至烟台汽车总站发车时间
为8：30、9：30、10：30、15：30、16：
30。而烟台汽车总站至烟台山
医院发车时间为7：40、9：10，烟
台山医院至烟台汽车总站发车
时间：8：30、10：00。

送法进军营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洪波 志娟 辉东 报

道) 为深入推进“五进两服务”大走
访活动，增强官兵的法律意识，解决
官兵的涉法问题，19日上午，海阳市
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到济南军区某
摩步旅开展了“送法进军营”走访慰
问活动。

30多名检察官来到济南军区某
摩步旅野外驻训点，向驻训官兵赠送
了常用法律书籍、时令蔬菜、水果和
肉食品。紧接着，4名经验丰富的检察
官结合多年的工作经历为官兵讲述
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帮助官兵
增强了法纪弦，引导官兵争做守法好
士兵，检察官的精彩普法内容赢得了
官兵们的阵阵掌声。

30多名检察官向驻训官兵赠送
法律书籍。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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