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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

时长：169分钟
场次：09：40、10：40、11：40、12：40、13：40、
14：40、15：40、16：40、17：40、18：40、19：
40、20：40

《单身男女2》

时长：113分钟
场次：09：50、12：10、14：15、16：20、17：35、
18：25、19：40、20：30、21：40

《忍者神龟：变种时代》

时长：101分钟
场次：10：10、12：05、14：00、15：55、17：50、
19：45

开发区医院公开招聘

35名高层次人才

福山前三季度

服务业增加值73 . 92亿元

每日一菜

胡萝卜玉米排骨汤

落叶缤纷秋意浓
义工走进大凉山

为山区孩子送温暖

芝罘公安民警

将携“小药箱”出警

福山提高遗属补助标准

烟大“蓝黄”专场招聘会

22日举行

教育出新招，家长进课堂

师范生从业技能大赛

21日开赛

开发区居民

医保参保续费开始啦

开发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招聘3名财会教师

后天

12-8℃

阴转小雨

本报微博日前，开发区2015医疗年度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续费工作全面展
开。开发区户籍、获得开发区公安部
门签发《居住证》的市外户籍居民、在
校学生医疗保险费用开始征缴，居民
可至所在办事处指定地点办理缴费
参保手续，办理地点咨询当地劳保
所；在校学生将由学校统一收取。

具体标准为：未成年人及在校学
生每人每年100元；成年人，一档每人
每年100元，二档每人每年300元；非
本市户籍人员可自愿选择一档或二
档缴费，缴费标准为一档或二档缴费
额加上各级财政补助的和。

开发区职工医疗保险事业处电
话：6388281；各办事处劳保所电话：
福莱山劳保所电话：6398053；古现劳
保所电话：6941550；大季家劳保所电
话 ：6 9 7 9 6 8 8 ；八 角 劳 保 所 电 话 ：
6940496。 本报记者 苑菲菲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人才队伍建
设，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35名高层次人才。

网上报名时间：2014年11月18

日—2014年12月30日。网上报名邮
箱：liu_0309703@sina.com。详细岗位及
其 他 信 息 可 登 录 网 址 h t t p : / /
www.yedahrss.gov.cn(烟台经济技术
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查询。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近日，福山义工队8名义工自驾
车去四川大凉山彝族自治州，给山区
的孩子送去募捐来的2000多件衣物、
学习用品和现金。

福山义工队的队长初汉青说，10

月份，组织了多次募捐活动，一共为
山区的孩子募捐了2000多件衣物，这
些衣服主要是福山东华小学等学校
的师生捐的。此外，力源体育用品公
司捐了20个精美书包，智心教育学校
的杜老师捐了1000元善款。

本报记者 张倩倩

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获悉，从即日起，芝罘公安分局民警
在出警时除了携带警械枪支、执法记
录仪外，还将携带一个便民服务小药
箱，以便及时救助伤病群众。据了解，
60个“便民服务小药箱”已经配发到
基层队所民警手中。

据了解，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一线大队和派出所共配备了60个“便
民服务小药箱”，其中包含多种常用
救治药品，它们将广泛应用于民警服
务群众的日常工作。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路明 福基

12日，受冷空气影响，烟台迎来
一次降温过程，三马路附近的路面被
落叶盖满，行人走过沙沙作响。

本报记者 吕奇 摄影报道

记者从福山区财政局了解到，福
山区财政局落实上级财政税收政策，
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全区财源税
源建设，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前三季度完成服务业增加值总量
73 . 92亿元，增速12 . 6%，位居全市第1

名。
截至10月份，共拨付金鲁货运等

“营改增”扶持资金230万元，拨付上
汽变速器、延锋江森座椅、荏原空调
等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30万
元。在支持服务业上，拨付福乐物资、
张裕商贸等企业服务业引导资金
1450万元。前三季度，福山区完成服
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6 . 8%，占比提高1 . 4个百分点，位居
全市第2名。
本报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陈晨

11月12日，在薄雾天气和一点淅
沥小雨过后，烟台又迎来了一个蓝天
白云的日子。当天，山东省环保厅通
报10月份全省空气质量分析和排名。
在“蓝天白云”天数上，烟台同比增加
4天，为28天，在省内17地市排名中，
与威海并列第一。

在细颗粒物(PM2 . 5)浓度方面，
烟台月均浓度不足40微克每立方米，
略高于威海，排名第二。而在可吸入
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等污染物的月均浓度方面同样略高
于威海，排名第二。

本报记者 刘高

11月12日，葡萄山小学一年级的
小学生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走进课
堂，共上一堂“有效沟通，家校共建”
为主题的公共课。家长们纷纷表示家
长进入课堂，可以了解孩子上课情况
和老师的教学过程，能够直观地了解
学校教育情况。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刘金菊 摄影报道

12日，记者从烟台大学获悉，山
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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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会将于11月22日在烟台大学千
米文化艺术长廊内举行。

据悉，本次招聘会现场将设立就
业见习招聘专区。烟大2015届毕业生
共7193人，其中研究生443人，本科生
6588人，专科生162人。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根据烟政办发【2014】55号文发布
的烟台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福山区
于2014年11月中旬开始，调整机关事
业单位离退休人员遗属补助标准。

具体标准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
作的，其遗属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
975元，调整到每人每月1014元；建国
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其遗属补助标准
由每人每月750元，调整到每人每月
780元。新标准自2014年10月1日起执
行，将于12月发放到位。这是自2007年
以来的第九次调整标准，补助标准比
2006年12月提高了3倍。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旁贺

烟台开发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名财会教师。

网上报名时间：2014年11月18日
8：3 0— 2 0日 1 7：0 0。网上报名邮箱：
ytk fq jy j zg c@163 . c om。详情请登录：
http://www.yedahrss.gov.cn(烟台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站)查询。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第二届山东
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将于
11月21日-22日在鲁东大学举行。

大赛由说课、模拟上课、答辩三个
部分组成，分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四
个学段。参赛对象为全省全日制普通师
范类专业2015年毕业学生(含专科、本
科、研究生)。

本次大赛中表现优秀的学生，在同
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为省级优秀毕业
生。省级决赛获奖者由省教育厅颁发获
奖证书。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食材：
猪大排、玉米、胡萝卜、姜、蒜、八

角、花椒
做法：

1 .胡萝卜削皮，切块，玉米切小块，
排骨切小块。

2 .将排骨用开水焯一下，捞出洗净
沥干。

3 .锅内加少许的色拉油，葱花和姜
末爆香，加入排骨翻炒片刻(我比较喜
欢稍微翻炒，出香味再加水煮。加水(水
要盖过排骨)，武火煮滚后改文火煲1个
小时左右，加玉米煲10分钟。

4 .最后加入胡萝卜，继续煲10分钟
左右，胡萝卜和玉米熟透即可，加调味
料。路边银杏，您得慎用

12日，南大街购物中心附近，一
阵风吹过，路边银杏树上熟透的果实
纷纷掉落在道路两旁，几位行人沿路
弯腰捡拾，她们表示银杏常吃可以润
肺止咳。绿化园林部门专家提醒市
民，路边的银杏主要用来美化街景，
平日吸收了大量烟尘尾气等有毒物
质，因此，这样的白果并不适合食用。
中医也劝告市民，不成熟的银杏果外
皮含有毒素，对皮肤伤害很大，若食
用可能导致中毒。

本报记者 吕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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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94座“消失的”检查井
完成起垫重新启用

近日，市城管局排水处对被掩
埋的94座检查井逐步清理，疏通管道
8500米，清理垃圾105立方，使之重新
发挥疏导排污功能。

工作人员普查发现，被掩盖的检
查井由于周边开发施工不当及市民保
护意识不足所致。为保护排水设施运
行通畅，本报呼吁广大市民切勿向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中倾倒渣土等
垃圾。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冷新

烟台12项目

获省技术市场科技金桥奖

近日，山东省2014年度技术市场
科技金桥奖评审揭晓，烟台市有12个
项目获奖。其中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
工程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获先进集体
奖，烟台智慧云谷云计算有限公司任
海春等5人获先进个人奖。

该奖项是依据《山东省技术市场
科技金桥奖奖励办法》，通过网络申
报评审和专家委员会会议评审，并报
经奖励委员会批准组织实施的，重点
奖励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技
术市场建设管理的单位、个人和项
目。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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