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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烟台举行，展现孩子们众多奇思妙想

安监总局领导

来烟台调研

上周蔬菜总体

合格率为98 . 8%

莱莱州州市市招招聘聘336677名名事事业业编编
岗位主要集中在教育类和卫生类

文文化化大大交交流流，，带带动动经经济济大大发发展展
19日烟台市内蒙古企业发展协会成功举办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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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刘高 ) 1 8日至2 0日，第1 4届
山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
烟台五中举行，来自山东省13

个地市的255支代表队参加了
机器人创意、机器人足球等5

个大项的比赛。其中，主题为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创意机
器人比赛，将关爱弱势群体的
理念融入到了机器人比赛中，
激发出孩子们很多奇思妙想。

19日，记者来到烟台五中
比赛现场，在创意机器人项目
的准备区，不同外形和功能的
机器人一字排开。记者看到，
参赛机器人有可以上台阶的
智能轮椅，有点餐送餐机器
人，有搬运机器人，有导盲机
器人，有可以定位、照明的智
能拐杖，还有具有防盗门窗、
控制家电等功能的智能房屋，
所有机器人都可以通过遥控
器，甚至手机、平板电脑等设
备进行控制。

诸城市枳沟镇初中的参

赛队员设计的导盲机器人“聪
聪”，具有自动识别红绿灯、北
斗导航、自动报站、自动避障、
处理家务五大功能。队员杨蕾
告诉记者，现在导盲犬还很不
普及，而且有的导盲犬也不是
很听话，只要有了他们的机器

人，盲人就可以轻松出行了。
20日比赛结束，烟台市毓

璜顶小学四队、道恕街小学等
队伍获得了FLL工程挑战赛
小学组一等奖。本次竞赛有
FLL机器人挑战赛、机器人综
合技能比赛、机器人足球比

赛、机器人创意比赛和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5个项目，
项目对接全国比赛，山东省将
选派不超过10只队伍参加将
于7月中旬在乌鲁木齐举行的
第十四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
竞赛。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林
宏岩 ) 20日，记者获悉，莱州
市2014年事业单位拟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367名(第二批)。报名时
间为5月4日8：30—5月6日17：
30。

此次事业单位招聘的岗位
主要集中在医院和学校，共有
260个招聘计划，占了招聘岗位
的半壁江山。据悉，应聘教育类
教师岗位的，须具有应聘学段及
以上的教师资格证或认定资质

条件；应聘卫生类医师、护理岗
位的，其毕业院校及专业须在国
家执业资格考试的认可范围内。
应聘人员须为莱州市生源毕业
生或具有莱州市常住户口。

但是以下应聘人员可不
受生源地和户口限制：应届全
日制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毕
业生；烟台市生源参加我省招
募或外地生源参加烟台市招
募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选派高校毕业生到村任

职”、“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
项目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
2 年 、年 度 考 核 合 格 、3 年 内
(2010年、2011年、2012年招募
和选派 )的应聘人员；教育类
生物教师、政治教师、物理教
师、计算机教师岗位，卫生类
麻醉医师、预防医师、影像医
师、放射物理技术、助产士和
限研究生学历岗位，其他类规
划技术岗位的应聘人员。

报名采取统一时间、网上

报名、网上初审、网上交费的方
法进行。每人限报一个招聘岗
位。报名时间：2014年5月4日8:
30—5月6日17 :30；查询时间：
2014年5月5日8:30—5月7日17:
30；缴费时间：2014年5月5日8:
30—5月7日17:30。

招聘考试实行笔试和面试
相结合的办法。博士研究生和
卫生类限研究生学历岗位应聘
人员，不进行笔试，直接进行面
试。笔试时间为5月17-18日。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王
永军) 19日，烟台市内蒙古企
业发展协会在东山宾馆成功举
办内蒙古考察团调研座谈会暨
商会发展论坛，为更好地促进
鲁蒙间的交流和合作，与会专
家也对商会发展建言献策，以
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现场参会人员主要有以内
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夏日
带队的内蒙古调研团一行，还
有烟台市工商联、鲁蒙文化促
进会代表、商会专家指导委员
会代表、商会会员代表等约30

人。
“一定要融入当地主流政

治生活中去。”商会专家指导委
员会主任方玉诚说，异地商会
只有和当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
建立起比较好的联系才行。其

次要重视文化的带动力。更好
地开展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以
文化为主题，可以感染带动很
多人，这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不容忽视。

方玉诚认为，异地发展商会
是一种新契机，可以更好地做好
商会工作，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异地
商会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定位，在
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桥梁、同时
规范企业行为，帮助企业发展。
他认为，民营中小企业在外地发
展不容易，所以要依托异地商会
借力发展，商会尤其应该针对企
业诉求进行帮助。

“比如可以和包头合作发
展海洋经济。”方玉诚说，海洋
经济大有可为，包头的装备制
造业很有名，可以通过双方间

的有效合作，促进双方经济发
展。

烟台市内蒙古企业发展协
会会长刘宏玉介绍，八百多年
前，烟台和内蒙古就有很好的
交往。1997年自发组建了烟台

内蒙古联谊会，并于2011年筹
备成立烟台市内蒙古企业发展
协会，是由内蒙古籍在烟企业
或个人组成的。企业协会的成
立为两地的经济交流、文化发
展开启了新篇章。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王晏
坤 ) 4月17日至19日，国家安监
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绍川，
来烟台市调研金属非金属矿山
安全监管工作。烟台市领导张江
汀、孟凡利、于爱军等分别陪同
活动。

徐绍川一行先后考察了招
远市招金矿业夏甸金矿、烟台开
发区东岳汽车有限公司、烟台市
安全生产监察支队、莱山区安全
生产监察大队、莱山经济开发区
监察中队，并分别召开金属非金
属矿山安全监管座谈会和全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与宣教培训
工作座谈会，听取了烟台市安全
生产有关情况汇报，与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和矿长代表进行了座
谈交流。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李园
园 通讯员 孙中云 ) 20日，为
期两天的烟台首届家庭住宅装
饰装修展览会圆满落幕，展会期
间共吸引了 1 万多市民前来选
购，意向客户4000多组，其中当场
签下订单2000多个。

首届家庭住宅装饰

装修展览会落幕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周兆亭) 上周市区
蔬菜检测点共检测蔬菜样品5553

个，其中合格5487个，蔬菜总体合
格率为98 . 8%，本周蔬菜质量和上
周持平。预计本周蔬菜质量上升的
有：黄瓜、小白菜。

专家推荐食用指数为高的品
种有：豆角、头菜、菠菜、生菜、白
菜、油菜、芸豆、洋葱、辣椒、萝卜、
土豆、西红柿、茄子。本周适宜生吃
的蔬菜品种有：生菜、白菜、辣椒、
萝卜、洋葱、西红柿。

需要注意的是黄瓜不宜和西
红柿同吃，是因为黄瓜中含有维生
素C分解酶，会浪费西红柿中的维
生素C。另外，大量食用黄瓜没有
什么不良影响。但是黄瓜性寒，吃
时应加大蒜等温性食物，以免引起
腹泻。

各地中
小学的参赛
队员齐聚烟
台，参加全省
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 见
习记者 吕
奇 摄

19日，内蒙古考察团调研座谈会暨商会发展论坛在东山宾馆
会议室内举行。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在会上，烟台市工商联副主席周敏介绍
了烟台这座城市的基本情况。作为第一批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有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国
际葡萄·葡萄酒城等多张城市名片。GDP总量
居山东省第二位，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

“草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已经得到了较好
的认同。”烟台市内蒙古企业发展协会会长刘
宏玉说，烟台市与内蒙古两地历史渊源深厚，
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相得益彰。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在烟台工作和生活的内蒙古人已达4

万余人。

“觉得以后发展起来更有信心了。”烟台
市内蒙古企业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赵珍阳
说，他1990年来到烟台开始创业，当时周遭很
少有老乡。有了协会的帮助，家乡人在烟台创
业变得更加容易。

鲁蒙文化促进会会长樊文礼博士认
为，现在中央提出“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
想，凭借着草原丝绸之路，两地企业可以
借此做文章，取得更好地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夏日认
为，商会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一定要保
持自己的信誉，了解企业诉求，同时在企
业融资等方面，要给与帮助和支持。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组书记银小平介绍，呼尔浩特作
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各方面有较大的
优势。通过调研异地内蒙古商会的情况，
希望能增进双方之间的交流，更好地促进
两地经济发展。

FLL是“First Lego League”
的简称。1998年由美国FIRST非盈
利性机构和丹麦乐高集团合作主
办的针对9-16岁孩子的国际性机
器人比赛。

VEX机器人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美国易安信公司(EMC)、
亚洲机器人联盟(Asian Robotics
League)雪佛龙，德州仪器，诺斯罗
普·格鲁曼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
大力支持的机器人项目。学生以及
成人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创意，用
手中的工具和材料创作出自己的
机器人。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刘飞强 ) 记者从
烟台市价格监测中心了解到，一
季度，烟台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
格运行基本平稳，花生油价格持
续下降，同比下降一成多，猪肉
价格同比下降近一成。主要工业
生产资料价格弱市运行。

一季度花生油价格

同比下降一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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