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位、广告牌经营权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采购人：荣乌高速公路蓬莱管
理处
二、代理机构：山东同舟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三、采购内容：荣乌高速公路蓬莱
管理处51个广告牌、位 (包括13个
立柱、31个桥体、4个雨棚、3个落
地)的经营权。
四、应谈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近三年
无不良信用记录；持有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不低于50万元；经营业
绩：有3年成功经营过国内户外广
告，且2012年广告营业额在200万
元以上；业绩合同文件或结算书
不少于三份。
五、谈判文件的获取：时间：2013年
12月9日至12月13日；地点：烟台市
莱山区观海大厦A座510室
六、应谈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3
年12月19日上午9时30分
七、联系人：宋永杰 0535-6906535

本次谈判公告同时在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齐鲁晚报、烟台晚报
上发布。

2013年12月9日

交交通通违违法法可可到到车车驾驾管管窗窗口口处处理理
交警此举是为应对业务高峰，市民可以一趟腿办多个事了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于
飞 通讯员 袁圣凯 赵亚林

李娜) 8日，记者从烟台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为减
少市民往返奔波，交警部门推
出“社区就近”服务模式，烟
台市区几个直属大队的车驾
管业务窗口陆续开通违法业
务窗口，以前只能在各交警大
队处理违法业务，现在各大队
的车驾管窗口也可以办理违

法处理了。
8日，烟台市交警支队第

一大队车驾管业务窗口率先
开通了违法处理窗口。2009年
开始，交警一大队车驾管业务
窗口相继开展了芝罘区范围
内机动车驾驶证补、换证及审
验；驾驶证、机动车联系方式
的更改；市民新购机动车的临
时号牌申领等业务，截至目
前，已办理上述相关业务10万

余笔。现在，交警一大队车驾
管业务窗口又新增了处理交
通违法业务的新职能，今后，
办理相关业务的市民除了前
往文化路13号的一大队业务
窗口办理之外，还可以到位于
大海阳路付80号的车驾管窗
口办理。

交警一大队大队长孙作
为介绍，根据全市机动车保有
量迅速增长等实际情况增加

服务窗口，是为了积极应对业
务高峰，确保市民办理交通管
理业务能够便捷高效。交警第
一大队辖区驾驶员数量较大，
一大队率先开通此项业务，大
队所有的业务窗口部门将认
真执行“首接负责制”、“延时
工作制”，对业务咨询要一次
性向市民交待清楚，杜绝推诿
扯皮，决不让市民一而再、再
而三地多跑腿。

写对“甄嬛”俩字赢得冠军
烟台大学举办“汉字听写大会”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电视上“汉字拼写
大赛”播得火热，7日，烟台大
学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汉字听写大会”。在最后的冠
亚军决赛中，选手张菲菲写对

“甄嬛”荣获冠军，而竞争对手
因写不出“嬛”字而屈居亚军。

7日晚，烟台大学的大学生
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
学版“汉字听写大会”，经过初
赛和复赛，18名选手杀进决赛。
决赛现场由主持人读词和解
释，选手上台在黑板上作答。

比赛进行到最后，全场的
目光集中在人文学院张菲菲
和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陈晨身
上，备用题库都用了大半，还
是没能难住她们。主持人邀请
现场观众临时出题，当场下喊
出“甄嬛”一词时，全场爆笑。
结果，陈晨在“嬛”字上犹豫不

决，而张菲菲则干脆地写下了
正确答案，夺得“汉字英雄”称
号。

“这次准备了近千个词
语，大部分是从中国汉字拼写
大赛题库里下载的。”负责出
题的庞超说，“题目难易程度
不一样，没有太多生僻字，多
数是生活中常见的词语。”人
文学院的杨婷说：“为了这次
比赛，我们把题库看了很多
遍，也特意去翻看了《新华词
典》。有些词平时常看到，但要
写出来却提笔就忘。”人文学
院团委宣传部的冯文燕说：

“大家用惯了电脑，手写汉字
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会有一
定的退化。”

“其实大学生正确使用汉
字不应该只留在嘴里，更重要
的要留在心里。”在活动最后，
人文学院朱玉宾老师说。

带点小国光给老师尝尝
想订购苹果的市民抓紧啦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
静 ) “选来选去还是选小国
光。”8日，市民李先生打来电
话，想订购6箱小国光带给菏泽
的老师。他说，小时候最喜欢吃
老师给的小国光，现在也给老
师带点尝尝。

李先生说，苹果是买来送
给老师的，好多年不见面了。李
先生老家是蓬莱的，小时候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能吃上的水
果不多，有一次老师给他一个
小国光，他觉得特别好吃，后来
老师就经常给他带一两个。

本报特联系栖霞苹果产
地，推出正宗小国光苹果，个
头在65-70级别左右，统一采

用印有“齐鲁晚报”和“栖霞市
政府”l ogo的纸箱包装，每箱
120元。只要是市区的读者，并
且在投递范围之内，订购苹果
后将由工作人员免费送货上
门，拨打电话15275567096订购
吧。

本报推出的“爱心苹果”
全部选用80级别(直径80毫米)

以上的优质红富士，由栖霞市
蛇窝泊镇产地直供。如果您想
尝尝正宗栖霞苹果，可到烟台
振华量贩超市7家分店，包括
烟台振华量贩超市购物中心
店、振华商厦店、开发区店、福
山店、新天地店、台湾村店和
南山世纪华府店。也可通过本
报 订 购 电 话 6 8 7 9 0 7 8 、
15668099162购买。或到淘宝网
店 h t t p : / /
shop106287839 .taobao.com/直
接订购。

全款88折、全款每平方米优惠500元……

岁岁末末，，开开发发商商低低价价甩甩““尾尾盘盘””
本报12月8日(记者 李园

园 ) “住宅全款88折，按揭9

折；一次性付款每平方米优惠
500元，按揭每平方米优惠300

元……”岁末，烟台不少楼盘
推出优惠活动。记者发现，不
少开发商推出的优惠力度真
不小，尤其是有意清理“尾盘”
的开发商，可谓低价甩卖。

11月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并
没有出台大的房地产调控手
段。烟台各开发商借助这个时
机，抓紧推盘，淡季逆袭。同策
咨询监控数据显示，11月，烟台
六区楼市成交4972套，环比涨
15 . 4%，创近两年月度成交最高
值，成交均价再破七千，每平比
去年同期上涨592元。

进入12月份，从新浪乐居

新房中心统计数据来看，烟台
六区12月预计有16盘入市，项
目多为住宅。业内人士认为，
12月份进入真正的楼市岁末，
是开发商销售的一个“好节
点”，不仅新房有优惠，一些尾
盘项目优惠会更大。记者调查
发现，12月份，开发区某开发商
就为明年上半年开盘的新品花
园洋房开始了优惠认筹活动，
并且新品认筹期间，交5万抵10

万，还赠送1000元加油卡。
岁末楼市促销，优惠力度

更大的项目，多是一些“尾
盘”，开发商会借助岁末低价

“清盘”甩卖。如开发区一项目
特意推出一栋楼的68套房源，
岁末购房不仅有2万元的置业
基金，而且还是95折抄底价。

芝罘区某楼盘，为了能在今年
年底彻底“清盘”，推出了“现
房94折、购房送车位”的钜惠。
不过记者发现，这么大优惠力
度的房源，则只剩下120平方米
以上的大户型或复式房源，并
且只有指定房源才能赠送停
车位。而莱山区一项目，今年
来一直在清理尾盘，12月份则
推出公寓全款85折，按揭88折，
住宅全款88折，按揭9折的优惠
活动。

记者发现，一些写字楼、
商铺岁末促销力度也不小，芝
罘区某写字楼推出了大客户
赠奔驰进口商务座驾的优惠。
芝罘区幸福一商业项目，购置
商铺享受交5万抵40万的优惠，
送10万装修基金的优惠。

烟台5项专利获

国家专利优秀奖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李楠楠) 8日，记者从烟台市
知识产权局获悉，烟台5项专
利获第十五届中国专利奖优
秀奖，占全省获奖总数1/6。

烟台获奖项目分别是山
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的“瓶盖
装箱机自动控制系统”、山东黄
金矿业(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
矿的“废石就地回填并能提高
矿石回收率的采矿方法”、烟台
万润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一类含环己基侧向邻二氟
苯类液晶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烟台正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的“一种脱细胞真皮基质”和核
工业烟台同兴实业有限公司
的“立式全自动压滤机”。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毕德毅) 烟台专升本

考试本月18日至20日网上报名，明
年3月8、9日统一考试，考试科目为
4门。此外，从2015年起，我省将对专
升本考试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建立
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
的多元录取机制。

2014年专升本考试时间为2014

年3月8日至9日。考试科目为4门，2

门公共课、2门专业综合课。考试科
目其中1门为英语(公共外语课为其
他小语种和报考外语类专业的学
生考大学语文)，1门为计算机(报考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考
高等数学)。对退役士兵实行单列
计划、单独划线，按不低于报考总
人数30%的比例单独录取。

报名分为网上报名、现场资格
确认、网上缴费、打印准考证4个环
节。网报时间12月18日-20日，每天
9：00-16：00。现场资格确认时间12

月23日-26日，网上缴费时间12月28

日-31日，每天9：00-16：00。打印准
考证时间2014年3月1日-2日，每天
9：00-16：00。网报时可上网修改志
愿2次。

2014年专升本招生面向普通
本科院校和专科学校(含普通专科
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
校)中的应届普通专科(高职)毕业
生；普通高等教育专科(高职)应届
毕业生服义务兵役并于2013年退
役，目前具有我省辖区户籍的退役
士兵。其中不含2013年以前退役的
及往届毕业生服义务兵役并于
2013年退役的士兵、普通高等教育
应届毕业生直招士官。报考医学类
专业专升本的考生，其专科阶段学
习专业须为医学类或相关医学类。

本报讯(通讯员 张益琴) 12

月4日上午，在龙口市行政中心会
议中心召开的龙口市“百名好媳
妇”表彰暨典型事迹报告会上，国
网龙口市供电公司两名女职工王
芳、王少红荣获龙口市“百名好媳
妇”荣誉称号。

专升本考试
明年3月开考

职工获龙口市

“百名好媳妇”称号

进入12月，烟台市园林管
理处为绿化树种防冻御寒的
工程全面展开。12月8日，清泉
路道旁的紫薇树住上了“新房
子”。莱山区园林管理处工作
人员为其搭建了围挡，保证绿
化树木顺利过冬。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绿绿化化树树
住住新新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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