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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走走！！到到渔渔人人码码头头听听音音乐乐尝尝美美食食
滨海休闲音乐节启幕，17日前每晚都有一场专题音乐会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孙健)

过去的一个周，烟台出现持续的高温
天气，记者了解到，在未来的一个周
内，高温桑拿天气仍将继续，但偶尔
到访的局部降雨或多或少可以缓解
一下地面的暑气。

日前，烟台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
黄色预警信号。天气预报显示，烟台
市区及各县市区12日白天，多云转
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4级，雷雨
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沿海33℃，内陆
34℃；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多云，局
部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4级，气温
26℃-34℃；13日夜间到14日白天，多
云，南风3-4级，气温26℃-35℃。

另外，预计15日-21日期间，烟台
多局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阵
风较大。

本周高温继续
今天最高34℃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孙健
通讯员 李秀丽) 烟台交运集团第
六届“爱心车票赠学子”活动启动，
从8月10日起，困难大学新生凭借相
关证明可到交运所属汽车站领取免
费车票，普通大学新生购买交运快
车车票可享受3折优惠。

困难家庭大学新生须由父母所
在单位或住址地居委会出具困难家
庭证明，购票时同时出示身份证、大
专及以上高校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以
及困难家庭证明，就可以免费领取一
张烟台交运会员卡和一张到达录取
院校城市的交运快车车票；由民政局
提供名单中的困难学生，只需持身份
证和大专及以上高校录取通知书复
印件领取。

记者从交运集团了解到，今年
“爱心车票赠学子”票款总额为20万
元，活动已于8月10日起在烟台交运
集团下属的14个汽车站同时展开。烟
台汽车总站咨询热线：0535-6666111。

困难大学新生
可领免费汽车票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11日，专科征集志愿开始录取，一

直会持续到12日。从投档情况看，普
通文理院校基本可以满足生源需求，
而春季高考和艺体类的投档情况不
容乐观。其中，报考春季高考的考生
不及计划的“零头”。

8月11日，文理类专科(高职)批征
集志愿，春季高考、体育类专科(高职)

批征集志愿，艺术类专科(高职)批第
一次征集志愿投档，共投出考生16000

人。其中，文理类专科(高职)批征集志
愿共投出考生13020人，其中文科参与
投档院校364所，投满194所，投出考生
6951人；理科参与投档院校424所，投满
200所，投出考生6069人。

据了解，此次征集志愿，专科(高
职)批文、理类征集志愿共投放12273

个计划。从投档情况看，普通文理投
档数比计划数多747个，普通文理类
基本可满足院校的生源需要。

春季高考和艺体类投档情况则
不容乐观。其中，春季高考投放9894

个计划，但仅仅投出考生822人，参与
投档院校71所，投满2所，投出数不及
计划的“零头”；体育类投放161个计
划，但体育类专科(高职)批征集志愿
共投出考生36人，参与投档院校17

所，投满1所；专科(高职)批艺术类此
次投放3682个计划，而投出考生为
2122人，其中艺术文参与投档院校
160所，投满49所，投出考生1896人；艺
术理参与投档院校102所，投满7所，
投出考生226人。

专科征集志愿
昨开始录取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齐
金钊 通讯员 李朝阳 ) 10

日晚上7点半，随着烟台市歌舞
剧院轻音乐团的音乐家们在海
昌渔人码头奏响悠扬的旋律，
2013“好客山东”休闲汇暨“万
科之夜”烟台滨海休闲音乐节
拉开了帷幕。从10日至16日，市
民每晚都可以在海昌渔人码头
享用美食，并可聆听专场的音
乐会。

此次滨海休闲音乐节的主
题是：“滨海消夏，音乐、美食嘉
年华”，是烟台“城市月月休闲
汇”与好客山东(烟台)休闲汇
的重点活动。活动以露天音乐
演出、室外美食、旅游企业展示
等活动为载体，为广大市民和
游客打造一个消夏和夜间休闲
的好场所。活动从8月10日开
始，持续至8月16日，音乐演出
每天19：30开始，21：00结束。

除了品尝美食、欣赏音乐
外，在音乐节期间，市民还可在
现场办理《市民休闲护照》，渔
人码头露天美食广场全程开
放，鲸鲨馆、温泉馆开展优惠门
票大派送活动。好客山东 (烟
台)休闲汇期间，全市还将陆续
推出乡村休闲、养生健身休闲
等系列休闲汇活动。并组织开
展“游客最想看的100个景观”、

“游客最想吃的100种美食”、

“游客最想买的100种商品”评
选活动。
滨海休闲音乐节部分内容：
8月12日：烟台著名本土乐队专
场音乐会
8月13日、14日：烟台市第二届
网络歌手大赛海选
8月15日：烟台第一届网络歌手
大赛获奖选手音乐会
8月16日：烟台市歌舞剧院歌舞
专场

芝罘区市民今起可给狗狗办“电子身份证”

莱莱山山、、福福山山和和开开发发区区的的狗狗狗狗也也能能注注册册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侯

艳艳) 12日起，芝罘区市民就
可以带狗狗到宠物医院进行电
子注册了。日前，到宠物定点注
册机构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大型犬只、跨区犬只等问题成
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11日上午，二马路旺旺宠
物医院电话铃声不断，一上午
时间，工作人员接了十多个咨
询电话，接待了五六名前来咨
询的市民。家住台湾村的李女
士特意带着小狗欢欢来到医
院，希望可以为欢欢办理“电子
身份证”。“我户口在芝罘区，现

在住在莱山，不知道是否可以
注册？”李女士问。工作人员回
复，这种情况李女士可以自愿
办理。工作人员发现，11日注册
系统已经提前开通，为了少让
李女士跑一趟，就提前为她办
理了电子注册。“狗狗身上有了
芯片，就不怕走丢了。”李女士
说。

据介绍，本次对犬只电子
注册的范围适用于芝罘区的城
市建成区。由于是在芝罘区进
行试点，并不包括其它县市区
的犬只，莱山区、福山区和开发
区的跨区犬只，可自愿到芝罘

区定点免疫机构和派出所办理
相关手续。

民警介绍，芝罘区的暂住
人口如果养狗，应办理注册手
续，市民拥有芝罘区户口但犬
只不在芝罘区的，可自愿办理
注册手续。莱山区、福山区和开
发区的市民想注册的，只要带
狗到芝罘区定点免疫机构即可
办理注册，随后再带身份证和
准养证到芝罘区派出所领取准
养标志牌即可。

随后，记者来到二马路珍
爱宠物医院，已有近20位市民
做了注册预约登记，工作人员

刚领取了20套芯片。“市民比较
关心大型犬能否注册的问题。”
工作人员说，根据规定，体重不
超过15公斤的，界定为合格犬
只。“而金毛、萨摩、哈士奇等大
型犬只，性格比较温顺，对此我
们会变通处理，给狗狗办理注
册。”工作人员说，对于藏獒等
烈性犬，医院肯定不会注册。

11日，芝罘公安分局治安
大队民警也忙碌地奔波在各家
宠物医院。民警介绍，11日电子
注册系统已经提前开通，除了
方便部分市民外，还能检验下
系统是否完善。

““七七夕夕之之夜夜””免免费费观观影影报报名名过过半半
抢票热线：18853584953，现场还为情侣们准备了“甜蜜大礼”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于涛) 13日(本周二)是一年一
度的“七夕”。“七夕之夜”，有电
影、笑声、感动和爱人相伴肯定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日前，本报
联合烟台鲁信影城推出了“七
夕之夜”免费观影活动。凡情侣
皆可报名观看“范爷”新作《一
夜惊喜》，一共有50对名额。截
至11日下午，报名已经过半。

如果每年的“七夕”夜你都

过得平淡无奇，那么今年你可
以和爱人一起来参加本报组织
的“七夕之夜”。我们将邀请50

对情侣免费观看由范冰冰、李
治廷、黎明等明星出演的爆笑
浪漫喜剧《一夜惊喜》。该剧讲
述了范冰冰出演的公司美女高
管在一次生日派对之后，与多
位帅哥展开一连串搞笑又温馨
的故事。

如果说电影是“七夕之

夜”的“大餐”，餐前我们还将
准备一系列“开胃酒”。在电
影开始前，被邀请的 5 0对情
侣需在鲁信影城“爱TA墙”
上留下给爱人的“七夕留言”
方可入场，这些留言或会登
上报纸，成为你们的永久纪
念。进场后，我们将举办“默
契度大考验”活动，来测测你
们的默契度如何。最特别的
留言情侣和最具默契度的情

侣将获得我们送出的“七夕
甜蜜大礼”。

这“一夜惊喜”，不是电
影，不是礼物，而是发现彼此
的一颗真心。“七夕之夜”，我
们 将 与 5 0 对 情 侣 一 同 见 证
爱。本次观影时间：8月 1 3日
晚 8点，观影地点：鲁信影城
(南大街振华购物中心B座 6

楼 ) ，免 费 观 影 报 名 电 话 ：
18853584953

保护自己
科学救援

据统计，近两月国内的
197名溺亡者中，两成因救人
死亡。8月10日，为践行“保己
救人”，烟台冬泳红十字水上
义务救援队在第一海水浴场
展开复训，从自我保护和溺水
救援的专业知识两个方面，对
队员进行培训。

据介绍，烟台冬泳红十字
水上义务救援队成立于2012

年7月15日，主要成员是来自
烟台冬泳俱乐部的志愿者们。
他们全部通过了水中救援、心
肺复苏等专业救援常识的培
训和考核，经常参与各类援
助。每年夏天，救援队都会定
期复训。目前，烟台全市救援
队成员已有百人。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9日晚，来自烟台餐饮界
的大厨们在旅游大世界北广
场同台竞技，拉开了首届“仙
境烟台”滨海休闲美食节的
序幕。上千名市民吹着海风、
喝着扎啤度过了一个惬意的

晚上。
记者了解到，本届美食

节将持续至 1 8日，市民除了
可以在现场品尝到烟台各种
休闲小吃外，还能在晚上欣
赏烟台名厨的绝活表演，参

与喝啤酒大赛等趣味活动，
观看精彩的表演。此外，在广
场草坪上还有烟台“帐篷节”
同时举行。

本报记者 齐金钊 通
讯员 张士波 赵云霞

滨海休闲美食节

一直热闹到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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