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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警警出出三三招招治治““城城市市拥拥堵堵病病””
人力资源市场

有电子类招聘会

本报3月12日讯 (记者 林宏
岩 通讯员 孙力伟 王韦懿 )

记者从烟台人力资源市场获
悉，1 3日将举办“电子装配暨电
子加工生产企业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专门为用人单位、
大中专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失业
职工、进城务工人员等求职人员搭
建相互选择就业的平台。招聘会
中，富士康、海鸥表业、艾格瑞精密
机械、星普工业等100多家企业通
过现场招聘、委托招聘、网络招聘
的形式招聘。

其中参加现场招聘的企业
80家，提供各类就业岗位1300多
个，招聘的岗位主要有电子装配
工、质检员、会计、网络工程师、
营销人员等100多个专业工种。

同时，设立的职业介绍窗口为
求职人员提供岗位推荐、职业指
导、职业素质测评和视频求职等服
务。热线电话：6291255、6291812。

“双保险”
排查冷库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陈宇斐) 当
前正值苹果出库高峰期，各大冷库
的苹果开始大量出售，招远市供电
公司制定出安全可靠的供电方案，
对辖区所有冷库用电设施进行全
面“体检”，确保冷库用电无忧。

首首届届““耀耀华华杯杯””英英文文拼拼词词大大赛赛四四月月启启动动
烟台地区11-16岁初中学生均可参赛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王伟
凯) 本报与烟台耀华国际教育
学校合作的首届“耀华杯”烟台

地区初中学生英语拼词大赛将
在4月份拉开帷幕。比赛旨在提
高烟台初中学生的英语学习兴

趣和信心，前来参赛的选手还将
获得丰厚的奖品。

记者了解到，烟台耀华国
际教育学校 2月 2 1日在校内举
办了一场英语拼写大赛，此次
比赛在校内兴起了一股英语拼
词的热潮，初中部及高中部 ( 6

年级至11年级)的学生代表们踊
跃参赛。在此之前，各年级还进
行了激烈的入围比拼，优胜者
才有资格代表年级出战。据介
绍，比赛是由外教老师担任主
持，比赛规则为老师首先读出
英文单词，告知学生单词词性，
然后读出一个含有该英文单词
的句子以作提示，接着重复读
出该单词。之后老师开始计时，
学生必须在30秒内把单词拼读
出来。

比赛伊始，整个会场便被
兴 奋 和“ 硝 烟 ”弥 漫 ，M r .
Waldon老师麾下初中部12名代
表率先出战，6年级在“ a l t e r-
nate”一词中“马失前蹄”，第一
个被淘汰出局，紧接着7、8、9年
级逐一被淘汰，第一轮比拼后
只剩下几名“幸存者”。随后是
不间断的车轮战，最后一名留
下的学生便是初中学部冠军得
主——— Daniel。

Daniel代表初中部挑战来自
高中部 8 名代表，首轮比拼从

“broccoli”开始，这个词的难度很
大，同样的车轮战，直至台上剩
下两名选手Kevin和Sophia。两人
反复“过招”之下难分伯仲，最
终，Kevin以连续两个单词拼写正
确胜出，加冕烟台耀华第一届拼

写大赛总冠军！同学们纷纷表
示，大家在紧张而趣味性十足的
比赛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英语
水平，比赛进一步增进了同学们
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和积极性。比
赛结束后，同学们都感觉意犹未
尽，很多同学表示会继续增加词
汇量和提高英语能力，期待着下
一次能在这样的活动中秀出自
己更高的水平。

比赛时间：4月中旬
参赛对象：烟台地区11至16

岁的初中学生
比赛规则：将参照耀华国

际 教 育 学 校 校 内 英 语 拼 词 大
赛，大赛组委会将为获胜者准
备精美的奖品，更有平板电脑、
山地自行车等大奖等你来拿。

咨询电话：18660095750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圣凯 李娜 )

交通拥堵已成为多数城市的
“城市病”，为解决这一难题，烟
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出三大招
治理“城市拥堵病”。

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公路
通车里程1 . 4万公里，机动车保
有量和驾驶人数量也双双突破
180万大关。道路交通与机动车
数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对此，交警部门提出打造“社区
道路微循环”。

老社区的背街小巷，连着
市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就像
中心老城区的‘毛细血管’，在
交通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刘国进
说，重新将支次道路开发出来，
将其融入到中心城区的大交通
中，发挥疏导作用。

交警已对华茂社区和翡翠
小区的交通需求与道路交通设
施等进行摸排，对小区交通标志
进行合理增设，还根据华茂社区
交通需求，拟在小区内增设一条
单行线，增加占路停车泊位。

交警部门已选定华茂社
区、翡翠小区等5个试点社区打
造“道路微循环”，形成经验后，
还可向其他社区做经验推广，
形成市区干支次道路和背街小
巷完整的道路运行机制。

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78条
公交线路，1976台公交车辆，承
担起道路交通20%左右的运力。

为推动“公交优先”，在机场
路、北马路、观海路等已设立公
交专用道，在1路、5路实行公交
信号优先控制，并在主干道试点
推行公交显示屏。1路设置了公
交信号优先后，每班次平均节约
5分钟，按照一天发150班次计
算，一天可节约750分钟。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今年年底前，将联合交通运输
部门开展公交专用道规划调
研，有望在南大街和只楚路设
公交专用道。

去年11月，观海路的“绿波

带”给市民带来全新体验，从观
海路驱车6 . 7公里，12个红绿灯
一路全绿，全程仅用8分钟。这
是当前市区最长、红绿灯最多
的一段“绿波带”。据了解，市区
18条由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交通
“绿波带”已投入使用，北马路、
观海路、港城东大街等3条主干
线效果明显。

据介绍，交警部门将实现高
峰期间进入市区车辆“红波缓
进”控制，出市方向“绿波快出”
控制，进市车辆较慢，出市车辆
较快，缓解交通拥堵。今年前三
季度，交警部门将力争在35个
干线路口完成绿波控制，减少
干线上的交通延误和停车率。

树树““搬搬家家””

12日，几辆货车将解放路
的槐树拉走。据了解，为方便
市民出行，解放路与二马路交
叉路口将进行交通渠化改造，
路边的槐树会阻碍工程进行，
因此被挖出移植到上曲家苗
圃。

见习记者 吕奇 摄影
报道

烟烟台台中中专专生生可可直直接接读读大大学学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张
晶) 烟台新增两所“3+4”职业
院校与本科高校对口贯通分
段培养试点学校，开通中职到
本科的升学“直通车”，烟台初
中生不参加高考，一样可以读
本科大学。不过，参与试点的
中职院校的部分专业会划定
分数线。

职业院校与本科高校对
口贯通分段培养也称“3+4”分
段培养，学生在中职学习3年，
通过学业水平测试，学业成绩
达到相应标准，再进入普通本

科高校学习4年，就能取得和
普通本科学生同样的本科毕
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此类中职全省由去年的8

所增加到17所，烟台有2所，分
别是烟台经济学校的服装专
业和烟台船舶工业学校的机
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目前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已与临沂
大学签订衔接协议。

烟台船舶工业学校副校
长吴跃江说，今年船舶工业学
校将招收40人的本科班，招生
对象是烟台本地学籍的学生。

周周日日一一起起去去福福山山摘摘草草莓莓吧吧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天气转暖，不少市民希
望走出家门感受春的气息。本
周日，本报将组织市民自驾
游，进行草莓采摘活动，让你
体验亲手采摘的快乐，想要报
名的亲赶紧行动吧！

春节过后，本报已陆续组
织了几场草莓采摘活动，不少
市民携家人走进位于福山门
楼的采摘园。为让更多的市民
参与进来，本周日(16日)本报
将再组织一次草莓采摘活动，
市民可自驾前往位于福山门

楼的采摘园。
此次采摘之行的目的地

还是位于福山区门楼镇东周
格庄村的采摘园。作为福山区
草莓的主产地，东周格庄村有
的采摘园一天接待游客近千
人。现在采摘大棚内的草莓大
小正适合采摘，游客还可到地
头挖野菜，来一顿农家乐。

本周日(16日)开着您的爱
车，载着您的家人，跟随我们
一起去草莓园里寻找春天的
足迹吧。即日起，市民可拨打
热线18660095727咨询报名。

国网招远供电

5个试点社区
打造“道路微循环”

南大街和只楚路
有望设公交专用道

35个干线路口
将实现绿波控制

耀华校内英文拼词比赛现场。

体彩
排列3第14063期中奖号码为：4、7、
8。
排列5第14063期中奖号码为：4、7、
8、2、8。
大乐透第14028期中奖号码为前
区：03、10、20、25、30。后区：10、12。

福彩
23选5第14063期：03、07、10、12、18。
3D第14063期：7、4、2。
七乐彩第14028期：基本号码08、12、
14、18、20、22、29。特别号码：19。

彩票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