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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穿越》

时长：169分钟
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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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4：00、16：05、18：10、19：10、
20：15、21：15、21：40

《马达加斯加的企鹅》

时长：92分钟
场次：11：50、14：10、17：25、19：55

莱山区灵活就业人员

需预存社保费8573元

社保基础信息

核对工作开始

每日一菜

牛肉海带汤

运输从业资格证

逾期未换将被注销

开发区维修上岗证

培训开始报名

警察叔叔进课堂

安全教育从小抓

开发区招聘辅助岗位

工作人员17名

职业技能统一鉴定报名

12月12日截止

检察院首邀人民监督员

评议不起诉案件

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美博开展

后天

11-6℃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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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18项目获

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奖

莱山公路清雪防滑工作

已准备就绪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院组
织人民监督员对一起附条件不起诉
案件进行监督评议，此举保证了人民
监督员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据悉，
这是烟台检察机关首次邀请人民监
督员监督评议该类案件。

评议会上，来自山东工商学院、
烟台大学、烟台冰轮集团的3名人民
监督员在听取案情汇报，以及莱山区
院拟作不起诉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
通过查阅案卷，对证据存在疑惑和相
关法律规定不明之处向案件承办人
提出了解说要求，案件承办人逐一进
行了解答。评议阶段，3名人民监督员
对案件事实、相关证据和法律规定均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发言，最后一致同
意该院对李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作
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常洪波 李华

莱山区灵活就业挂档人员需在
2014年12月20日前将8573元存入社保
缴费银行卡，以免中断缴费影响医疗
待遇。

通过对2014年山东全省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的测算，2015年莱山区灵
活就业挂档人员缴费基数暂定为
2740元，养老保险缴费比例20%，医疗
保险缴费比例5 . 6%，全年大额医疗保
险费36元，档案管理费120元，总计
8573元。

缴费基数是根据企业职工上年
度工资总额确定。明年的最低缴费基
数于2015年6月公布，届时灵活就业
人员根据个人缴费情况自行调整预
存金额。按照高基数缴费的人员于明
年1—3月份到区公共就业中心递交
申请。

本报记者 苑菲菲

烟台市自去年11月份开展到期
换证工作，至今共计换发从业资格证
64000余个。但仍有从业人员到期未
办理换证手续，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
业资格证到期未换将予以注销。

据统计，全市已过证件有效期但
未超过 1 8 0天的从业资格证仍有
18000余个。持有上述情形从业资格
证的从业人员抓紧时间到辖区运管
服务大厅办理换证手续。

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
定》(交通部令2006年第9号)，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有效期为6

年，超过有效期180天未申请换证的
将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注销。

本报记者 蒋大伟

近日，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奖励
委员会发布2014年度软科学优秀成
果奖励公告，烟台市申报的18个项目
获奖。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新兴产业融
资渠道及选择研究”等3个项目获二
等奖，烟台护士学校“中小学校园卫
生应急能力调查及干预研究”等15个
项目获三等奖。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为响应“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完
善群众工作机制”的号召，福山高新
区泊子小学紧紧围绕“联户联心”这
一思想，扎实推进“联村联户心连心”
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联户教师在学校的统一要求和
安排下，每人联系泊子村居民13户左
右。走访过程中，联户教师发现，很多
走访户的孩子都在本校读书，且其中
多位家长因工作原因无法及时到校
接孩子放学。就这一问题，学校领导
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为了帮助走访
户解决实际困难，王富秋和陶丽两位
联户老师主动承担起放学后托管学
生的责任。如今，两位老师的义举已
坚持了一年有余，不仅解决了各位家
长的后顾之忧，几位同学的学习成绩
也有很大提高。

通讯员 姜涛

为确保2015年度社保费征缴业
务和社保待遇发放业务的正常办理，
须在年底前完成各参保单位的社保
基础信息核对工作。各参保单位需在
11月25日前，到烟台市社保中心拷取
本单位的社保基础数据。

参保单位需要携带经办人身份
证和U盘(或移动硬盘)，到烟台市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三楼大厅“社保数据
小组”(313房间，企业征缴科旁边)，拷
取本单位的社保基础数据(包括单位
参保基础信息、个人参保基础信息)。

拷回数据后，各参保单位需登录
百度网盘：http ://pan.baidu .com/s/
1ntsSrCt(密码：p6h7)下载“社保数据
整理系统”软件及操作说明，通过该
软件对本单位数据进行核对、修改。

在今年12月15日前，各参保单位
需将本单位核对后的社保基础数据
的电子信息和纸质证明材料，报送到
市社保中心三楼大厅“社保数据小
组”。“社保数据小组”联系电话：
6630631；数据整理系统支持电话：
15753507273。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王翔宇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化工路
南段(红旗中路-电厂东路)东半幅今
天白天进行中粒式沥青摊铺，计划晚
上拆除围挡，该段道路提前6天通车。

据了解，由于天气逐渐转冷，施
工单位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施工
方案，加班加点抢赶进度。由于气温
过低影响沥青粘合度，经过多次研究
讨论，决定为保证工程质量，在该段
中粒式沥青摊铺完后，化工路道路大
修工程停工，等待明年气温回转再复
工。

本报记者 李静

“联村联户心连心”

根据工作需要，烟台经济技术开
发区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辅助岗位
工作人员17名。其中，图书馆辅助岗
位2名；文化馆辅助岗位5名；农林与
海洋渔业辅助岗位10名。

报考图书馆、文化馆辅助岗位工
作人员的考生持相关证明材料于11

月20日-21日期间，到开发区时报社
报名，咨询电话：6396676；报考农林
与海洋渔业辅助岗位工作人员的考
生持相关证明材料于11月20日-21日
期间，到烟台开发区农业与海洋渔业
局3楼305室报名，咨询电话：6932999。
聘用人员由开发区业达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按企业职工统一管理，工资待
遇按开发区有关规定执行，缴纳五险
一金，试用期3个月。

本报记者 苑菲菲

13日下午2点，葡萄山小学一年
级一班正在进行一堂生动的安全教
育课。以往的班主任主讲换成了毓璜
顶派出所副所长李毓峰以及他的同
事。课上，民警以生动的案例以及互
动提问的方式让孩子们掌握了很多
的安全知识，并让孩子增强了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刘金菊 杨吉满 摄影报道

记者从开发区政务大厅交通窗
口获悉，自11月14日起，开发区欲从
事维修方面的从业人员开始报名了。
此次报名包括机修、钣金、电气、涂漆
及质量检验等方面，维修从业资格证
的换证培训也可以报名。

据悉，2014年至今，开发区共举
办了4次维修人员从业资格培训，3次
换证培训，有130余人取得了维修从
业资格。最新一期的维修从业人员培
训将于2015年1月8日开始，相关维修
企业或个人可以到开发区政务服务
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报名。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吴思源

今冬莱山区公路清雪防滑工作
已全部准备就绪。90余台各式机械设
备整装待发，防滑砂、融雪剂等物资
也已经配备到位。

“随着轸大路、烟海高速连接线、
莱源路南延的建成通车，今年又新增
4套清雪设备、改装2套。”莱山公路管
理局养护科李茂壮说。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迟恒

由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
办，烟台美术博物馆承办，中国美协中
国画艺委会、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中国
长城书画院学术支持的“百川归海———
当代中国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将于14日
至19日在烟台美术博物馆举办！

此次参展的丁杰、刘建、邹立颖、朱
凡、杜华、孙维国、张建华七位艺术家均
为当代中国画领域具有代表性的领军
人物。他们的作品创作来源于生活，有
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弘扬主旋律，呈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报记者 陈莹 通讯员 王湘越

开发区定于2014年12月27日上午8

时，在开发区人力资源考试中心进行职
业技能统一鉴定，鉴定级别分初级、中
级、高级工，鉴定工种见附件，报名时间
截至2014年12月12日，望各有关单位和
个人抓紧时间报名，逾期不再受理。报
名时按要求携带山东省职业技能鉴定
考评表、工龄证明和相关材料到考试中
心报名。

职业技能鉴定的职业(工种)为：维
修电工、汽车修理工、中式烹调师、保健
按摩师、美容师、美发师、焊工、车工、机
修钳工、装配钳工等。报名地点：开发区
人力资源考试中心(燕山路5号)。咨询
电话：6377783。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食材：
海带、瘦牛肉、胡萝卜、盐、蒜、香

油、葱、鸡精

做法：
1 .海带切小段，牛肉切薄片，胡萝

卜去皮，切片。
2 .锅烧热，放入香油和葱蒜末炒

香，再放入牛肉片，炒至牛肉变色。
3 .倒入清水大火烧开，下海带芽转

小火煮5分钟。
4 .撇去汤表面的浮沫，加入适量盐

和胡萝卜片略煮。
5 .然后加少许鸡精调味即可。

捞“宝”归来

13日上午10点多，蓬莱市抹直口
社区的老孙，拖着从海里捞出来的一
大堆海蛎子喜滋滋地回到岸边。据了
解，由于12日晚上刮了一夜5-6级西
北风，把海蛎子都刮到了浅海处或海
滩上。很多市民早晨5点就赶到了海
边，尽情捞拾这大风送来的宝贝。

特约摄影 赵洪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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