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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集中治理车辆

非法超限超载

第十二届公益文化

项目推介会开幕

14家单位因海上救援

贡献突出获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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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蔡健如画展

20日美博开幕

鲁信影城银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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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抓好全市治理车辆非法超
限超载工作，维护交通运输秩序，建立
整治道路交通秩序长效机制，近日，市
政府印发《关于印发烟台市集中治理车
辆非法超限超载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超载工作。

根据《通知》，烟台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超载工作，重点治
理超限超载车辆，特别是运输煤炭、沙
石、水泥、建材等车货总重超过55吨的
车辆；大型货源点，重点是年运量20万
吨以上的货源点和国、省道旁无证经营
的沙石场、煤场等；非法营运车辆；无
牌、无证、改装、拼装的营运车辆；闯岗
拒检、暴力抗法等违法违规行为。2014

年9月中旬至2015年2月为集中治理时
间。

本报记者 刘清源

15日下午，作为第三届烟台文化
艺术节重要内容的第十二届公益文
化项目推介会在市群众艺术馆展厅
开幕。现场还进行了合作项目现场签
约，市直文广新系统部分单位与合作
企业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共签约12

个项目，现场签约总金额900万元。
本报记者 陈莹 由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共同主办，烟台
美术博物馆承办的“彩墨倾情——— 香
港艺术家蔡健如中国画展”20日将在
烟台美术博物馆举行。展览将持续至
23日。另外，20日上午10点20分将举
行《彩墨山水画技法探索》公益讲座。

本报记者 陈莹

开发区启动编制

第四版总体规划

15日，记者从开发区获悉，目前开
发区已经启动编制了第四版总体规
划，预计今年年底完成。

据介绍，新版总体规划秉承“山、
海、河、港、城”一体化的整体空间格
局，以长江路、北京路为城市中心功能
轴，形成东部主中心，八角副中心，古
现、大季家生产性服务中心的多中心
布局结构。远期机场、港口全部建成
后，随着交通联系和公共配套设施的
完善，东区和古现逐步融为一体，形成

“南城”；八角和大季家共建烟台西部
副中心，形成“北城”。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莱山区大学生

免费创业培训开始报名

为做好2014年离校未就业大学生
就业工作，莱山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中心决定，即日起，凡具有莱山区户籍，
目前尚未就业的异地大学毕业生，均可
报名参加莱山区大学生创业就业的免
费培训。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工商、财
务、税务、金融保险、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策划等方面的法规知识学习，创办小
企业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的传授。

报名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身份证
复印件(正反面)一份、毕业证复印件一
份、一寸照片四张、户口复印件或户籍
证明(培训师提供)。报名方式为现场报
名，报名地点在莱山区迎春大街125号1

楼大厅，电话6716156。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狄鹏勇

省道蓬寨线大修

月底前全部完工

烟台职业学院

成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

近日，山东省旅游局印发了《关
于列入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名单的县
级“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命名
通知》，公布了我省82家“山东省乡村
旅游培训基地”，烟台职业学院名列
其中。

自2013年省旅游局启动县级乡
村旅游培训基地创建工作以来，烟台
职业学院公共管理系与烟台市莱山
区旅游局密切合作，今年7月份成功
举办了首期莱山区乡村旅游从业人
员培训班，8月份顺利通过了省旅游
局专家组的层层审核和统一检查验
收，获得“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
牌证。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招远交警大队推出驾管

信息免费短信告知服务

“幸亏前几天收到了车管所发来
的短信，提醒我该换证了，不然我早
把这事给忘了。”14日下午，招远交警
大队车管所服务大厅内，前来办理驾
驶证换证业务的一位市民说。据悉，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拓宽便民服务
渠道，招远交警大队与中国移动招远
分公司共同搭建了短信平台免费发
送车驾管信息。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冯波 孙菁

15日下午，受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委托，烟台海事局
向烟台东顺海上旅游公司、烟台海顺旅
游公司、蓬莱港集团、龙口港集团等14

家单位共发放19 . 6万元的资金，以奖励
在海上搜救工作中的突出贡献。

社会救助力量是海上救援的重要
渠道和补充。2013年以来，仅烟台东顺、
海顺两家旅游公司，就累计出动船艇81

艘次，共救起溺水人员95人、遇险船舶8

艘。其中，溺水人员以投海、游泳、钓鱼
的遇险人员为主，乘橡皮筏漂向远海遇
险情况有上升趋势。

据了解，海上搜救奖励资金是由交
通运输部及山东省政府分别设立的，用
于奖励海上搜救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单位，旨在弘扬生命至上、救危济难的
大爱精神，鼓舞和引导社会救助力量积
极参与海上搜救行动，是推动专群结合
的海上搜救机制不断完善的强力举措。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张
文范 郝光亮

本周五到莱山

凤凰新区鉴宝吧

为更好地为社区群众服务，10月17

日上午9点-11点，烟台市质监局在莱山
区新苑路凤凰新区(市环保局对面)内
社区居委会门前广场，为市民免费鉴
宝，检测血压计、眼镜。欢迎广大群众届
时光临，积极参与。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95%以上城镇社区

将成立老年协会

14日上午，烟台市老龄办组织的基
层老年组织建设现场会在福山区召开，
与会人员听取了福山区门楼镇老年协
会等3处基层老年组织建设情况，以及
福山区老龄办在基层老年组织建设方
面的经验介绍。会议指出，争取到“十二
五”末，成立老年协会的城镇社区达到
95%以上。农村社区(村)达到80%以上。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鲁燕

莱州边防开展

“缉毒风暴”行动

近日，莱州边防大队开展统一行
动，组织边防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开展了
一次“缉毒风暴”行动。

在实施统一大规模检查前，所有边
防民警手机一律关机由专人统一保存，
只保留带队领导的对讲机进行通讯联
络，随后八支队伍在各自辖区的宾馆、
酒店、洗浴中心、网吧、KTV等可能存
在吸毒、贩毒的重点场所进行突击检
查。抓获吸毒人员11名，贩毒人员1名，1

名贩毒人员在逃，有效净化了社会空
气。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张继毅

记者从烟台市公路局获悉，全长
41 . 23公里的省道蓬寨线蓬莱至烟栖
路口段大修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截至
目前，主线已全部完工通车，现正进
行附属工程施工，预计10月底前全部
完工。

据介绍，公路部门在蓬寨线大修
工程试验路段中，首次使用了基层冷
再生技术，顺利完成改性乳化沥青冷
再生基层铺筑，这是烟台市公路大中
修工程中首次使用这一绿色环保、节
能低碳新技术。该技术能有效控制半
刚性基层的反射裂缝，提高路面的抗
车辙性能，同时具有不需加热、旧料
利用率高的特点，可以有效解决旧料
废弃和环境污染问题。

据了解，大力推广应用该技术也
被列上“日程表”，市公路局计划明年
在省道306海莱线大修工程中全面推
广应用该技术。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李其波 包绍辉

牟平交警

集中整治工程车辆

从10月14日开始，烟台市公安局
牟平分局交警大队采取多措并举的
方式，对参与东部新区开发施工的工
程车辆，展开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整
顿。

今后，牟平交警大队抽调60余名
警力，组成10余个路面整治行动查纠
小组，在施工区域的附近路段实施不
间断地往来巡查，一经发现施工车辆
超速、超载，变形改装车辆，手续不全
上路行驶，故意污损遮挡号牌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当即依法予以从严处
罚。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林健

省青少年科普报告

百校行走进牟平

15日上午，山东省青少年科普报
告百校行活动在牟平区隆重举行，科
普专家分别在牟平区实验中学、宁海
中学、实验小学做了精彩的报告。几
位教授讲述的《中学生创新思维及创
造发明》、《开启创造性思维》、《透视
饮食中的健康隐患》报告，打动了在
场师生。

本报记者 刘清源

牟平开展学校周边

食品安全整治

近日，为规范中小学校周边食品
店、餐饮店及食品摊贩经营管理行为，
牟平区食药监管局以辖区内校园及其
周边200米范围为重点区域，以主要面
向学生经营食品的食品(杂)店、餐饮服
务单位等儿童食品经营单位为重点场
所，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集中部
署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的规范示范
工作，从亮证经营、安全承诺、单据留
存、原料公示、厨房清洁五方面规范了
全区50余所中小学周边的食品经营业
户的经营行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福山增设

80处高清监控

近日，福山交警将在福山区河滨
路、福海路、南苑街、城里街、县府街、
商业街、文昌街7条路段，增设高清监
控球机80处，抓拍违法停车及其他违
法行为，将于近期启用。

本报记者 刘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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