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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扶持芝罘区重点企业发展，解
决广大求职者就业问题，烟台芝罘区
人才市场于10月25日携手万达集团在
烟台万达广场金街举行招聘会。届时
参会企业100余家，提供岗位3000余个。
本次招聘涉及零售、餐饮、休闲、娱乐、
服装、珠宝等多个领域，岗位需求跨越
比较大，需要各个层次的求职人员。人
才热线：6243333、6240000。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杨洪

烟台微信圈子

芝罘区人才市场

将举办万达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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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项鲁菜标准

下月正式实施

福山城乡低保和

农村五保保障金提高

想吃西域美食不用跑老远的路，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正宗新疆货。24日-
29日，2014新疆名优特农副产品巡回
大巴扎将在工人文化宫广场开展，吐
鲁番葡萄、哈密瓜、库尔勒香梨等近千
个品种等您来挑选。

新疆名优特农副产品巡回大巴扎
由山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指挥部、
江苏对口支援伊犁州前方指挥部、浙
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指挥
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阿克
苏地区行署、喀什地区行署，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业厅、林业厅、商务厅、畜
牧厅、农业产业化发展局、供销社等单
位共同协办。新疆名优特农副产品巡
回大巴扎组委会主任周菊琴介绍，“巴
扎”是维吾尔语，意为集市、农贸市场。
新疆大巴扎产品均为原汁原味的特色
农产品，所有美食均由原产地直接运
输至展销地。

参展参销新疆农副产品达6大类、
300余种产品，参展产品包含新疆特色
农产品、林果产品、畜牧水产品、民族
工艺品、和田玉等。展会期间将有新疆
厨师现场烤制羊肉串、烤馕、烤包子、
新疆特色抓饭等独具新疆名族风味的
小吃。

本报记者 刘清源

鲁菜又出新标准了。20日，记者从
质监部门了解到，近日，山东省质监局
下达《山东省地方标准公告》，由烟台
市福山宾馆等单位牵头起草的《烧蛎
黄》等20项鲁菜标准正式发布，自11月
10日起实施。

据了解，一个标准对应一道鲁菜，
这次新制定的鲁菜标准，涉及的20道
菜品有烧蛎黄、炸烹大虾、熘乌鱼花、
蟹黄鱼肚、肉桂大蹄、扒鱼腹、炒浮油
鸡片、熘鱼片、酥白肉、扒奶油鲜贝脯、
温拌海肠、烩乌鱼蛋、糖醋排骨、爆鱼
丁、红烧海螺、苜蓿蛏子、糟熘虾仁、锅
烧鸭子、温拌海螺、清炒虾仁。

“6月份，这20个标准在济南经过
一次评定，经过专家的讨论、评定后，
这些标准已经通过，11月份的时候将
正式实施。”福山质监局一位工作人员
说，自2012年以来，由烟台福山牵头制
定并发布的鲁菜标准已达33项，位居
全省首位，为促进当地餐饮行业及鲁
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标准依据。

该工作人员说，为了规范鲁菜发
展，20项新标准起草之后，他们围绕鲁
菜制作了一本书，名字为《鲁菜标准精
选》，预计11月初的时候能正式亮相。
这些书预计制作5000本，除了免费发
放到酒店之外，还将用在招商引资的
一些会议上，多种场合来推广鲁菜文
化。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
言

烟大路道板因铺设时间较长，人
流量大，出现严重的破损情况，莱山区
城管局积极争取资金，对烟大路道板
进行更换，工程自12日开始施工，20日
完工，共计铺设道板1424 .8平方米。

本报记者 韩逸 通讯员 丁
勇

20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烟台海
事局获悉，受即将来临的大风天气影
响，烟台市发布了海上重大风险蓝色
预警，渤海湾烟台至大连、蓬莱至旅
顺等省际航线客船于20日下午3点全
线停航，预计21日傍晚风力减弱后恢
复正常营运。

据预报，烟台海域10月20日下午
东北风5-6级，傍晚增强到6-7级，半
夜7-8级，中浪中涌转大到巨浪、大到
巨涌。21日白天东北风7-8级，夜间减
弱到6-7级，大到巨浪，大到巨涌转大
浪大涌。

烟台海事部门提醒市民做好大
风防抗工作，不要冒险出航，不到沿
海危险区域逗留。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胡佩民 郝光亮

近日，福山区城乡低保和农村五
保金将下发，从今年10月份起，全区城
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提高。

这次调整的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是：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由每人每月500

元提高到520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由
每人每月250元提高到270元；农村五保
集中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6700元提高
到7400元，分散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3700元提高到4200元。为落实好这项工
作，福山区要求各镇街、有关部门安排
专人抓落实，按照相关规定加强资金
的使用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保证本
年度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调
整到位。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张懿
文

20日，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为进
一步做好201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将在烟台举办三场服务“蓝黄”两
区专场招聘会。

据介绍，三场招聘会分别是10月
25日在烟台职业学院西篮球场以及11

月22日在烟台大学举办的2014年秋冬
季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中招聘活动服务

“蓝黄”两区专场(综合类)招聘会；以
及11月23日，在山东工商学院体育馆
举行的2014年秋冬季高校毕业生就业
集中招聘活动服务“蓝黄”两区专场
(财经类)招聘会。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海关了解到，今年
前3季度烟台市进出口2374亿元，同
比增长18 . 6%。其中有27家企业进出
口总值超10亿元，3家企业进出口总
值超百亿元。

今年前3季度烟台市进出口2374

亿 元 。其 中 出 口 1 3 1 0 亿 元 ，增 长
15 . 6%；进口1064亿元，增长22 . 5%。烟
台出、进口增幅高于全省、全国平均
水平，出口、进口占全省比重均有增
加。

前三季度，烟台进出口之所以
交出漂亮答卷，骨干企业拉动作用
显著。烟台市有27家企业进出口总值
超10亿元，3家企业进出口总值超100

亿元。
3家企业鸿富锦精密电子(烟台)

有限公司、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
有限公司和乐金显示(烟台)有限公
司分别进出口429亿元、229 . 8亿元和
122 . 4亿元，分别增长51 . 3%、54 . 0%和
61 . 1%。

此外，今年前9个月，山东省出口
总值前10名企业中有5家烟台企业，分
别是鸿富锦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富
泰京精密电子(烟台)有限公司、山东玲
珑轮胎有限公司和鸿富泰精密电子
(烟台)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王永军

烟台三企业前三季度

进出口总值超百亿元

20日，记者从海阳教体局获悉，今
年海阳实现了全市小学校车全覆盖。

据悉，今年海阳市上半年为留格
一小、留格二小、凤城小学、龙山小学、
里店小学配备了校车40辆，下半年，为
盘石店中心学校、徐家店小学、东村街
道小学大磊石学区、方圆街道小学、碧
城小学、开发区小学以及亚沙城小学
配备了校车35辆，至此，海阳市实现了
农村小学校车全覆盖。

海阳市于2011年11月份正式启动
农村学校校车试点。海阳市委、市政府
自2012年以来，连续三年将校车试点
工作列入“惠民利群”项目，其中2012

年配备20辆、2013年配备30辆，2014年
配备75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整个政府预算管理体制的建立是
以划分市场和政府各自的职能为基础
的，只有明确了政府在国家事务和社会
经济生活中的角色，才能确定政府应该
通过税收、各种收费、国债等方式筹集
多少财政收入，分别用于哪些项目，各
花费多少。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各级政府
支出部门根据年初预算合理确定所需
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或者它们所需调拨
的资金数额，而制定预算计划本质上就
是决定政府的支出安排。这种支出安排
的范围应主要限定在政权机关和那些
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非盈
利性的领域和事务，包括政权建设、基
础教育、基础科研、环境保护等。因此，
明确政府职能和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
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基础和前
提。 李乃光

国库集中支付要以明确

政府职能为首要前提

第116届广交会一期结束

烟台交易额达8010万美元

10月19日，第116届广交会一期顺
利结束。记者从烟台市商务局了解到，
烟台68家企业用优质产品赢来合作，
累计达成交易额8010万美元，三环等
烟台品牌表现抢眼。

来自烟台的参展企业一共68家，
共接待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
商4940余人，其中新客户约占40%。烟
台企业累计达成交易额8010万美元，
比115届同期下降4 . 5%。

本届广交会，烟台三环锁业集团
有限公司、龙口市新达工具有限公司
和烟台红壹佰照明有限公司3家企业
进入品牌展区。参展品牌企业的展品
全部具有自主品牌，订单均有所增长，
达成交易额1700余万美元，充分显现
了企业育品牌、创名牌的效果。

本报记者 王永军

食材：豆腐、海参、木耳、芦笋、蚝油、料
酒、葱姜、红椒
做法：
1 .豆腐洗净，切块状。
2 .海参剖开腹部，洗净体内腔肠，以沸
水加10克料酒和2片姜汆烫去腥，捞起
冲凉，切寸段。
3 .将鲜芦笋焯水过凉待用。
4 .锅内放油煸香葱姜，加豆腐，木耳煸
炒，加入蚝油调味。
5 .豆腐木耳入味后加入焯好的海参煸
炒加盐、鸡精出锅。
6 .将焯好的芦笋码放在盘底，把出锅的
海参豆腐倒上然后撒红椒丝即可。

海参木耳烧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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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每日一菜

中国百强县市出炉

烟台四县市上榜

日前，《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
小城市发展报告(2014)》正式发布，同
时发布的2014中国中小城市百强县市
榜单尤为引人关注。烟台龙口、莱州、
招远、蓬莱四县市上榜。

中小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体系由科
学发展指数、节约指数、投资潜力指
数、区域带动力指数4部分构成。位列
2014年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
市前三名的分别是江苏江阴市、江苏
张家港市、江苏常熟市。

山东一共占据了22个席位，除了
烟台的四县市外，即墨、邹平、文登、滕
州、胶州、荣成、寿光、诸城、新泰、邹
城、章丘、平度、肥城、广饶、莱西、兖
州、青州、高密也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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