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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为“国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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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档案馆达到了国家标准，
已成为“国家一级档案馆”，这标志着
烟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又一重点项
目通过国家级验收。

9月28日，国家档案局“国家一级
档案馆”测评组，对烟台市档案馆晋升
国家一级综合档案馆进行了评审，测
评结果显示，烟台市档案馆达到国家
标准，随后在东山宾馆举行了“国家一
级档案馆”授牌仪式。

市档案馆查档接待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的上班时间，特殊情形下，双休日
和法定节假日提供预约查档服务，联
系电话：0535-6242108。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毛玉
柱

安全手册

助力成长

近日，本报700份儿童安全成长手
册在芝罘区龙海小学免费发放，康宝莱
(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为同
学们讲解了手册上的安全常识。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市区9月份空气质量

同比明显改善

8日，烟台市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委
员会发布了市区9月份空气质量情况。
与去年同期相比，全部出现不同程度
改善。

9月份，烟台市区空气质量呈现明
显改善态势，四种主要污染物中，二氧
化硫月浓度为16微克/立方米、二氧化
氮月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
粒物（PM10）月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
细颗粒物（PM2 . 5）月浓度为26微克/立
方米，蓝天白云27天。

与去年同期相比全部出现不同程
度的改善，其中二氧化硫同比改善
5 . 9%，二氧化氮同比改善10 . 8%，可吸入
颗粒物（PM10）同比改善15 . 4%，细颗粒
物（PM2 . 5）同比改善16 . 1%。四种主要
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
标准。

在二氧化硫浓度方面，牟平区改
善幅度最大，芝罘区和莱山区有所恶
化。高新区在二氧化氮浓度方面同比
改善幅度最大，牟平区有所恶化。可吸
入颗粒物方面，开发区同比改善44%，
莱山区和牟平区有所恶化。在细颗粒
物浓度方面，芝罘区有所恶化，开发区
改善幅度最大。

从各区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来看，9

月份开发区“气质”最好。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日前，“新天地杯”莱山区首届创
业大赛，13支参赛队伍进入最终决赛，
学生组和社会组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
和特别奖。获奖队伍中有3支队伍将于
17日参加由烟台市人社局举办的创业
大赛决赛。

此次参加决赛的队伍都是各区
选拔出的优秀创业队伍，而莱山区
此次参加市创业大赛的 3支队伍是
来自莱山区首届创业大赛社会组一
二三等奖的获得者，分别是烟台拓
森服装有限公司、烟台智慧云谷云
计算有限公司和烟台影人影视策划
有限公司。

创业大赛的目的是为引导更广泛
的社会资源支持创业、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拓宽渠道。下一步，莱山区人
社局将着力打造“莱山区半小时公共
就业服务圈”，用心解决好公共就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王
成梅 孔群

烟台市创业大赛决赛

将于17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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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烟台早知道

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为了更好地满
足用人单位招聘和进城务工人员、高校
毕业生、专业技能人才等求职人员择业
的需求，10月份将有针对性地举办10场
专场招聘会，为招聘单位和求职人员提
供就业岗位对接服务。

10月份专场招聘会时间安排：
1、10月9日（星期四）“专业技能人员

招聘会”
2、10月14日（星期二）“大中专职业

技术院校毕业生招聘会”
3、10月15日（星期三）“烟台市暨高

新区知名企业招聘会”
4、10月16日（星期四）“港澳台暨外

商投资企业招聘会”
5、10月21日（星期二）“高校毕业生

招聘会”
6、10月22日（星期三）“烟台市暨莱

山区知名企业招聘会”
7、10月23日（星期四）“山东半岛知

名企业招聘会”
8、10月28日（星期二）“机械电子暨

信息技术企业招聘会”
9、10月29日（星期三）“知名企业招

聘会”
10、10月30日（星期四）“旅游住宿暨

餐饮服务企业招聘会”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孙力

伟 冯岩

人力资源市场10月份

将举行10场招聘会

鲁信影城银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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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四大队

新业务大厅启用

8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四大队
综合服务大厅正式启用。第四大队车
管所、事故处理、违法处理、通行证办
理等服务窗口统一搬迁至莱山区学院
西路816号（原第四大队西侧）。

据介绍，新办公场所共设有38个
对外服务窗口，分综合服务大厅、事故
处理大厅、车辆查验厅三个业务大厅，
其中综合服务大厅设有26个业务窗
口，办理车驾管业务、违法处理业务，
还设置了2台交通违法自助处理设备，
有效缓解办理车驾管业务、违法处理
业务排长队的状况。

新办公场所大院里共有200余个
停车位，比之前的办公场所更宽敞，缓
解居民前来办理业务时的停车问题。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姜
波 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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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8日，记者从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了解到，为减轻企业负担，2013年8月
起将工业品由法检调整为非法检取消
收费，同时取消了出口商品检验费及产
地证签证费等相关费用，一年来共减免
检验检疫费3860 . 1万元。

本报记者 王永军

烟台一年减免

检验检疫费3860 . 1万元

8日上午，第一海水浴场的工作人
员开始对浴场范围内的防鲨网、警戒
线、经营摊点进行撤收，历时三个多月
的浴场开放工作正式结束。据了解，海
水浴场配套的广播室、义务救护室、淋
浴房等停止服务，维护船及义务救生员
也已撤离，浴场正式关闭。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天气
逐渐转凉，风浪大，市民游泳请选择室
内游泳馆。游客在海边游玩时，请注意
自身安全，如需帮助请联系第一海水浴
场管理所，电话：6223975。

本报记者 李静

天气转凉

第一海水浴场正式关闭

8日，莱州市科协组织老专家科技
教育指导团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将一
些秋收秋种的科技知识及时向群众讲
解普及，此次活动共发放科普图书3000

余册，科普明白纸5000多份。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莱州开展

送科技下乡活动

8日，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今年下
半年暂缓高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工作。

以往每年的10月份都是高水平运
动员报名以及测试时间，烟台高校中
鲁东大学、山东工商学院以及烟台职
业学院和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具有
招生资格。不过，今年高水平运动员专
项测试时间至今没有公布，不少考生
和家长比较着急。

记者从驻烟高校了解到，因国家
关于2015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尚
未出台，为保持我省和国家招生政策
的一致性，2014年下半年不再安排高水
平运动员专项测试工作。待国家相关
招生政策正式出台后，我省再组织高
水平运动员专项测试工作。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高校暂缓高水平

运动员专项测试

8日，记者从烟台市公路部门获悉，
公路部门将在沈海高速公路栖霞服务
区、荣乌高速公路招远服务区合作建
设LNG加气站，为推广清洁（新）能源
汽车助力，预计年内完成加气站建设
的前期准备手续工作。

市公路局高管办主任汪宏光介绍，
按照省厅公路局统一规划，目前已经与
合作单位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经过论证
及实地勘察，初步确定了沈海高速公路
栖霞服务区、荣乌高速公路招远服务区
加气站的评审及设计方案，共将建设完
成2对4座LNG标准加气站。目前，市公路
部门正在落实各项审批手续，争取年内
完成加气站建设的前期准备手续，为明
年尽早开建打好基础。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其
波 王宁 王锴

烟台两高速服务区

将建设加气站

8日，记者从济南铁路局烟台车务
段获悉，9月28日至10月7日，烟台车务
段共发送旅客20 . 25万人，日均2万余
人，运输最高峰出现在10月1日，发送旅
客27485人，创历史最高。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慕
菁华

火车站单日送客

27485人创新高

为确保国庆期间安全稳定，10月1

日到7日，市安监局开展国庆安全生产
专项督查活动。活动期间，共检查企业
62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103处，对发现
的问题均向企业和当地安监部门进行
了反馈，并提出整改期限。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安监局国庆期间

排查隐患103处

新奥燃气10月份

将检修厚安街等街道

新奥燃气10月份将对芝罘区的部
分街道进行安检，范围为厚安街、东关
中街、西南关中街、西南关南街、延估
里、信义街、东南街、瑞成街、广丰街、
海滨街、阜民街、利通街、云龙里、云龙
街、平安街、向善街、丹桂街、丹桂西
街、升平街、舞台街、四眼桥街、红果
里、福国街、福胜街、福华街、福松街、
福庆街。

检修范围包括天然气管道的气密
性、锈蚀管道的防腐和更换等，检修前
将提前通知各单元楼住户，请注意留
人配合检查。如因特殊原因未能检修
的用户，请到户内设施检修所登记并
预约检修。检修所地址为芝罘区南沟
街0012号，电话：6282850。

本报记者 王敏

莱山检察院

慰问困难家庭

日前，莱山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挽
起裤腿子、走近田野与百姓同劳动”、

“放下架子、走进群众家中做朋友”活
动。国庆期间，莱山区检察院到所帮扶
的埠岚社区和迟家社区10户困难群众
家中走访慰问，并为他们发放了困难救
助金。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李
华 张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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