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后，轻型汽油车排气检测将执行更严格的标准

没没做做环环保保检检测测的的车车主主快快抓抓紧紧吧吧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李娜)

24日，记者获悉，“十一”后，烟
台将对轻型汽油车排气检测执行

《山东省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第二阶段
标准，检测标准相比第一阶段更
加严格。这意味着在国庆节后去
做尾气检测，通过率会降低。

据统计，烟台轻型汽油车约

80万辆，约占汽车保有量83%，是
烟台汽车主要构成群体。目前该
类汽车排气检测依据《山东省点
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37/657-2011)进行
判定是否达标，该标准是对DB37
/657-2006的修订，并于2011年9月
28日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按照《山东省点燃式发动机

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该标准分为3个执行阶段，2011年
10月1日—2013年10月1日为第一
阶段，2013年10月1日—2015年10

月1日为第二阶段，2015年10月1日
以后为第三阶段。

烟台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气监
控中心副主任曲阳介绍说，每一
阶段汽车排气污染物的限值标准

逐步加严。他举了个例子，譬如对
2000年7月1日起生产的第一类轻
型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第一阶段
执行的一氧化碳9 . 2g/Km、碳氢
化合物和氮氧化物3 . 3 g/Km的
标准限制，第二阶段将分别调整
为7 . 2 g/Km、2 . 5 g/Km，第三阶
段调整为6 . 3 g/Km、2 . 0 g/Km。

目前，烟台13个环保检验机

构执行的是第一阶段标准，尾气
检测通过率在85%左右。国庆节之
后，各个检验机构将执行第二阶
段检测标准，对于一些老车来说，
新标准下想一次通过的概率将降
低。还没有进行汽车尾气检测的
车主，可以利用国庆节前的时间
检测，领取环保黄绿车标，避免给
出行造成困扰。

工人技术等级考核

下周一结束网报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姜焕尧 ) 记者从人社

部门了解到，2013年度山东省机关
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工作
已正式开始，网上报名时间截至 9

月30日。
记者了解到，凡是在机关事业

单位技术工种岗位工作，2013年12

月31日前转正定级、符合确定技术
等级或晋升技术等级条件的在职
在编工人均可报考。此次报名采取
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和网上缴费的
方式进行。

符合报名条件的技术工人要
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单位对其思
想政治表现和生产工作成绩进行
考核。考核合格后，由各主管部门
统一到市人事考试中心考务科领
取《山东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
等级考核呈批表》，填表后登录烟
台人事考试信息网，按报名流程如
实填写、提交报考人员的报名信息
并上传照片。

报名时间从即日起截至9月30

日，网上缴费时间为10月8日-10月
19日。

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于 1 1月份
进行，具体安排在10月底前在烟台
人事考试网上查询；技术业务理论
考试于 1 2月 7日统一进行，下载打
印准考证时间为1 2月2日-6日。具
体信息可在烟台人事考试信息网
(http://www.ytrsks.gov.cn/)查找。

省科普大讲堂

昨日来烟开讲

本报9月24日讯 (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王辉 ) 9月24日上午，

“山东省科普大讲堂—青少年科普
报告百校行”专家，分别到开发区
第六小学、实验小学开展了《从小
关心质量》、《生态 生命 生活》科
普讲座，拉开全市科普讲座的序
幕。据悉，2 4-26日，“百校行”专家
将在全市25个学校分别开展《生态
生命》、《质量与生活》、《文明礼
仪》、《科技创新》、《发明创造》5个
方面内容的讲座，以激励未成年人
为国家振兴，为人类进步，为攀登
科学新高峰而奋斗的精神。

据介绍，2 0 1 3年“山东省科普
大讲堂——— 青少年科普报告百校
行”活动是由山东省科协、山东省
教育厅主办的未成年人科普活动，
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向全省未成年人
普及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引起
未成年人对科学的关注和兴趣，满
足未成年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了
解欲望。期间，将组织2 0名中科院
老科学家和 4 1名山东省科普报告
专家团专家，在全省 1 7市 5 0 0余所
学校开展500余场次的科普报告。

55元元硬硬币币
见见过过没没？？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
全国发行5000万枚“和”字行书
普通纪念币，币面额为5元。钱币
收藏爱好者在烟台各银行网点
上演了排队抢币一幕。

烟台一家国有银行的工作
人员称，该行只有1千多枚的份
额，市民23日上午9点开始排队
兑换(持个人身份证登记兑换，
每人仅限1枚 )，当天就兑换完
了。当天，还有市民出面值两三
倍的价钱购买。

本报记者 李娜

福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校服预计“十一”后发放到位

穿穿秋秋装装校校服服，，还还得得等等几几天天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9月24日，记者从福山区
教体局获悉，福山区义务教育
段免费校服(夏装)发放到位，全
区共有14752名中小学生穿上了
漂亮、新潮的学生装，秋装将在

“十一”假期后发放到位。
据统计，本次共发放了小

学二年级至五年级、初中二年
级至四年级共计14752套学生
装。由于服装定制时，一年级新

生还分散在各个幼儿园，不方
便统计；初一新生(原五年级学
生)经过小升初后要重新分配
到不同的初中，因此，这两个年
级的学生装还没有发放。目前，
福山区教体局已经把小学一年
级和初一新生学生装型号统计
完毕，厂家正在抓紧制作，完工
后将在第一时间发放到学生手
中。预计“十一”假期后，秋装能
发放到位。

据介绍，作为全区惠民政
策 之 一 ，福 山 区 政 府 投 资
288 . 08万元为全区义务教育段
全部学生每人免费提供2套学
生装。

另外，福山区教体局还透
露，在城区，投资1500万元，建
筑面积2300平方米的星河城幼
儿园已完成主体工程，内外装
饰已基本完成，近期将投入使
用。在镇街，回里镇中心幼儿园

已投入使用；福新街道、门楼镇
中心幼儿园新建工程已完成主
体工程，内外装饰已基本完成，
10月底将实现招生。与此同时，
区政府投资200余万元对实验
幼儿园进行了维修改造。

目前，回里镇、东厅街道中
心小学已投入使用，门楼镇、福
新街道2所中心小学新建工程
已完成主体建设，内外装饰已
基本完工，10月底将投入使用。

大大学学生生办办校校内内““宅宅急急送送””为为懒懒人人服服务务
经营半月日营业额达到千元，爱打游戏的男生是主要客户

本报记者 陈莹

当你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动，却又饥饿或馋嘴时，怎么办？山东工
商学院的两位大学生把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懒人群体。23日，记者了
解到，刚刚干了半个月，他们每天的营业额就达到了千元。

社团老搭档，合伙为懒人送“快递”

王文晟与李滨宇，是山
东工商学院的大四学生，他
们在学生社团里是老搭档。
今年 9月 8日，这对老搭档又
办了一件大事：加盟了一家
网站，办起了校内“宅急送”，
替懒人服务。

3辆电动车，车后架上 1

个印有“山东工商校宅购”的
保温红箱子……这副行头刚
在校园里出现，就吸引了很
多同学的注意。“ 9月 8日，网
站上线第一天就有 1 0 0多位
同学注册，当天卖了近700元
的货。”这个业绩让王文晟特
别有信心。

2 3日，运行了仅仅半个
月，网站每天的营业额就能超
过1000元。“每天利润有100多
元。”李滨宇告诉记者。

“我们还有专门的客服，3

位送餐员，还在17栋宿舍楼里
分别安插了1位业务经理。”说
这话时，王文晟显得很职业。

爱打游戏的男生是“坚挺”客户

“你想要的，在网上动动
手指，十几分钟就可以送到寝
室门口。”王文晟笑称，他们的
网站为不少网络消费族解决
了下楼的麻烦。

“饿了，游戏不能停，点

餐 … … 然 后 就 坐 等 送 餐 上
门。”一位大三的男生直言不
讳。

王文晟告诉记者，9月16日
一天，网站就接到近100份送餐
上门的业务，客户绝大多数都

是爱玩游戏的男生。
在网站创办之初，王文晟与

李滨宇只与校内做盖浇饭和韩
国料理的两家餐厅做了对接业
务，而“外卖订餐”业务的火爆，
让他们决定扩展供货商。

李滨宇说，运行半月，他
们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和打击。

“上线前的一晚上，我几
乎没有睡着，整晚辗转反侧，
心里莫名地焦虑和紧张。”王
文晟这样形容他当时的紧张。

网络上线第一天确实遇
到不少麻烦。由于订单超出预
期，配送乱得一塌糊涂，“在规
定的时间不能出发，订餐的饭
要么多了，要么少了……”李
滨宇在客户和员工的抱怨中

“崩溃”了一下。当天下午，王
文晟跑了 1 8趟附近的超市，

“到后来超市的阿姨都烦我
了”。

第2天，他们接到1个9份
点餐的单，王文晟和李滨宇兴
奋坏了，仔细地下单。然而，当
他们拎着热气腾腾的饭送到
宿舍时，却被告知没有这个
人。王文晟说，当时装着饭的
袋子一下子变得特别沉重。

接到9份点餐单

买主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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