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知
各位市民朋友：

为了让烟台市民都能喝到健康、干净的饮用水，不让我们的身体成为污染

水的“过滤器”。在相关机构及爱心企业的关注下，全民健康饮用水惠民行动在

全国正式启动。行动第一步，就是向市民免费发放一种小型水质检测工具：水

质处理器(3WIN99型)。

该项行动从上海开始，短短几个月，已在北京、河北、天津、山东、甘肃、云

南、江苏、浙江的110多个城市展开，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市民发放280多万个水

质处理器。不少市民反映：水质处理器不仅免费发放，而且还有专门人员进行

使用及健康用水指导。拿回家后，通过水质处理器滤芯颜色的变化，就能了解

自家水质的好坏。特殊滤芯还能滤除水中的重金属、微生物，让市民尽早喝到

健康、干净的饮用水。

现在，全民健康饮用水惠民行动第85站来到烟台。为了让更需要的市民先

行领取，惠民行动规定免费领取对象必须为50岁以上的烟台市民。

不少领取过的居民表示：“刚看到通知还以为是骗人的，怎么会不花钱

呢？结果去了确实没花一分钱，就能领到水质处理器，而且一个家庭还可以

领到2个！”

锦绣新城李大叔3月初就领取到了水质处理器。他说：“我确实没花一分

钱，就和老伴一人领到了1个水质处理器！装在水龙头上几天后，滤芯竟然由纯

白色变成了深褐色。原来我这么多年喝的都是这样的水，还好现在喝上了经过

处理的健康的水！”

领取条件：(1)本地常住居民；(2)对健康饮用水有一定的需求；(3)申领人年

龄必须50周岁以上；凡是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居民，请拨打0535-2112261报名

领取。目前，还有1500个领取限额，请看到本通知的市民尽快报名！

免费申领报名电话：0535-211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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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崩塌塌泥泥石石流流，，地地质质灾灾害害须须防防范范
烟台公布4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市区有9处，雨天市民要提高警惕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园
园 通讯员 范喜秋 戚树发)

每到6-9月份，烟台迎来汛期，
这也是地质灾害多发的季节。为
避免和减轻损失，维护老百姓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烟台市2014年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出炉，全市42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区)、危险点
(区)列为今年地质灾害防范重点
区域，其中，市区有9处。

据了解，综合多种因素预
测，地质灾害多发生在汛期，主
要集中在每年的 6月至 9月。从
总体趋势看，以昆嵛山、艾山-

牙山、塔顶山、大泽山、招虎山、

罗山等为中心的低山丘陵区及
岛屿海岸带在强降雨的影响下
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可能
性较大。尚未有效治理的历史
遗留地下采空区和不明采空区
的采空塌陷隐患比较突出。芝
罘区大海阳路等42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 (区 )、危险点 (区 )被列为
烟台市今年地质灾害防范的重
点区域，其中，市区有大海阳
路、环山路东段南部山体、莱山
区铁矿及大理岩废弃矿区等 9

处。
针对存在发生地质灾害隐

患的具体区域，《方案》中也提到

了防治措施，各区域发生灾情应
速报，对重点区域的灾害险情须
在汛期内加密观测，特别在强降
雨期间要确保24小时连续不间断
地监测和巡查等。

其中，福山区门楼镇姜家夼
村和上许家村、昆嵛保护区石门
桥景区和涝夼村、栖霞市北夼村
-后张家村、蓬莱市南官村、海阳
市朱吴镇九岭夼-丁家夼村、龙
口市北马镇下虎石村等12处泥石
流隐患均位于低山区，分布相对
集中，历史上曾有不同程度泥石
流发生，均具有再次发生泥石流
的条件。要建立完善群测群防网

络，定期巡查监测，在暴雨期等
时间段加大巡查监测密度；汛期
之前应疏通、加固流域内泄洪渠
道等。

芝罘区环山路以东南部山
体、烟台开发区棘子夼村、栖霞
市峩夼村、蓬莱市蓬莱阁景区田
横山、海阳市栾家庄村迎客岭、
莱阳市西半泊村等20处崩塌、滑
坡隐患，除了安排专人进行巡视
监测外，还应在隐患处设立警示
标志，确保过往车辆行人生命财
产安全。

此外，福山区铜矿废弃矿
区、牟平区上潘家、莱山区铁矿

及大理岩废弃矿区、栖霞市李博
士夼-上林家村滑石废弃矿区、
招远市玲珑台上-大蒋家村、蓬
莱市唵口村-门楼村、莱州市焦
家-望儿山金矿区、海阳市台上
村滑石废弃矿区、龙口市后地村
-大园村-大庄村废弃矿区等19

处采空塌陷、地裂缝隐患，应禁
止在居民区附近开展浅部探采
活动，设立危险警示标志，圈定
危险范围并进行避让；加强日常
观测，汛期对建筑物开裂、地面
裂缝等险情加密观测，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避让，减少灾害损
失。

6月3日，滨海广场一
处酒吧前竖起了高达3米
的变形金刚，吸引了不少
人驻足观看，尤其受孩子
们的欢迎。据了解，该酒
吧近日搞了变形金刚专
场主题派对，把机器人放
在门口是活动需要，同时
也能招徕生意。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地质灾害隐患点
市区有9处

1 .芝罘区大海阳路(崩塌)
2 .芝罘区环山路东段南部山体(崩
塌、滑坡)
3 .莱山区铁矿及大理岩废弃矿区
(采空塌陷、崩塌)
4 .福山区高疃镇王家庄铜矿废弃
矿区(采空塌陷)
5 .福山区门楼镇姜家夼村、上许家
村(泥石流)
6 .昆嵛山保护区昆嵛镇石门桥景
区、涝夼村(泥石流、崩塌)
7 .牟平区高陵镇上潘家、牟平区水
道镇金牛山-猫山-岔河-罗家屯
一带(采空塌陷)
8 .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棘子夼村
(滑坡、崩塌)
9 .烟台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奇章居
委会东北角(崩塌)

记者 李园园 整理

长长岛岛将将办办文文化化旅旅游游纪纪念念品品设设计计大大赛赛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凝 通讯员 赵树

领 ) 为进一步展示“中
国北方生态旅游度假岛”
形象，丰富长岛县旅游纪
念品市场，从5月28至10

月4日，长岛将举办2014

海上仙山——— 长岛文化
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活
动。

凡热心于文化旅游
纪念品设计研发的企事
业单位、专业院校、团体

和个人，均可报名参赛。
参赛者请于6月6日后登
录 猪 八 戒 网 ( h t t p ：/ /
dakehu.zhubajie.com/)下载
填写报名表、作品说明
表、参赛承诺书，一并与
参赛作品报送或邮寄至
大赛办公室，报名截止到
9月15日。

此次大赛作品分为
实物类和设计创意类，
作 品 要 符 合“ 原 创 、环
保、新颖、实用、美观”的

理念和要求，具有潜在
的市场价值和可开发前
景。

大赛设实物奖和设
计奖两类。实物类作品
和设计创意类作品均设
金奖1名，奖金10000元；
银奖 2名，奖金 5 0 0 0元；
铜奖 3名，奖金 3 0 0 0元；
佳作奖5名，奖金500元；
优秀作品奖 3 0名，赠送
价值 1 8 0元长岛旅游景
区全线门票。

请请给给爱爱车车放放个个假假，，为为高高考考生生让让行行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孙淑玉 ) 十年寒窗，

一朝金榜。高考在即，当
孩子们为未来挥洒汗水
时，让我们默默让出一条
畅通的青云路，以行动助
力高考。3日，莱州义工发
倡议呼吁市民在高考期
间给爱车放个假，尽量选

择步行出行，为高考生让
行。

6月7日和8日是高考
日，为让路高考，让考生
能顺利赴考，莱州义工发
倡议，呼吁市民在这两天
时间内给爱车放个假，在
市区尽量选择步行、自行
车或公共交通等绿色方

式出行，让出一条高考绿
色通道。

“一两天不开车，对
我们的生活不能造成影
响，但对孩子们的将来却
可能大有帮助。”莱州义
工呼吁市民将倡议广泛
散播，呼吁更多市民加入
到绿色让行的行列中来。

企业社保缴费基数确定

每每月月最最低低22338833元元，，最最高高1111991133元元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林宏岩 通讯员 刘
科 宋金航) 3日，记者
从烟台市人社局获悉，烟
台市2014年度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及计
发待遇基数已按规定确
定，最低缴费基数为2383

元。
根据省人社厅文件，

2013年度全省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为47652元，全
省职工平均工资为46998

元。烟台市2014年度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及计发待遇基数以此为

依据确定。其中，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月最低
缴费基数为2383元，月最
高缴费基数为11913元；
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月最低缴费基
数为2383元，月最高缴费
基数为39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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