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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下月开通南京经停

烟台至韩国釜山航线

烟台莱山国际机场自2015年1月
28日起，将由东方航空公司开通南京
经停烟台至韩国釜山往返航班。

该航班每周三、五、七执行，机型
是空客A 3 2 0 。具体飞行时刻是：
MU2781南京起飞时间10：50，12：00到
达烟台，MU2781烟台13：30起飞，16：
10到达釜山(当地时间)；MU2782釜山
17：10起飞(当地时间)，17：55到达烟
台，MU2782烟台19：30起飞，20：45到
达南京。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盛春子

近日，央视财经频道《经济生活
大调查》中，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出
炉，烟台位列第七，青岛、济南入围前
十。

本次排行榜单中，位居前十的城
市分别是：哈尔滨、南京、惠州、杭州、
青岛、宁波、烟台、信阳、成都和济南。

本报记者 柳斌 韩逸本报公益音乐节

捐3000余元修小学校舍

27日，本报与躁动社·中国联合
主办的“不止是希望——— 公益音乐
节”如期在朝阳街16号哈瓦那酒吧开
鼓欢唱。持续8个小时不断电的音乐
节现场，吸引了300余名烟台地区的
音乐爱好者。硬核新金属、邋遢摇滚、
朋克、农业金属和民谣等多种类型的
音乐风格，让在场的很多乐迷跟着舞
动起来。

27日晚10点30分，在烟台本土乐
队驳倒乐队的压轴演出中，“不止是
希望——— 公益音乐节”正式落幕。经
统计，300余名乐迷的门票支持与反
光镜乐队、扭曲机器乐队、布衣乐队
等国内著名乐队捐献的CD及相关纪
念品的公益义卖收入共计3000余元，
将于近期捐献给尼勒觉小学校舍修
建项目。

本报记者 陈莹

芝罘再增四处

市民卡充值点

为方便市民，即日起，芝罘区新
增四处市民卡服务点，市民可就近选
择充值业务。

怡好便利店只楚店服务点位于
芝罘区只楚中街11号(只楚卫生所西
40米)，奎梅超市服务点位于芝罘区
幸福九村福成路21号(福泰集团-公
交车站旁)。

宏祥商店服务点位于芝罘区迎
祥路环山路路口道西(华侨新村-公
交车站对面)，格便利建设路店服务
点位于芝罘区建设路14号(安化黑茶
店旁)。

目前，该四处服务点可以受理市
民卡的现金充值业务，对外服务时间
均为周一至周日9：00-17：00。

芝罘区内市民如需办理市民卡
补卡、换卡、退卡等其他业务，请到市
民卡服务大厅办理，服务时间为周一
至周日8：30-17：00(中午不休息)。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市工商局公示370户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为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规范
企业合同行为，引导企业诚信履约，
守法经营，烟台市工商局研究决定，
现向社会公示2013-2014年度“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共370户。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接受
社会公众的监督，对经核实存在失信
行为的企业，将撤销其公示资格。“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名单以烟台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网 站 ( h t t p ：/ /
www.ytgsj .gov .cn)实时公示内容为
准。

本报记者 秦雪丽

芝罘区节假日

可预约办理户籍业务

据悉，芝罘公安分局户籍窗口将
2015年1月的节假日预约办公时间确
定为1月1日上午9：00-11：00和1月11

日14：00-16：00。芝罘公安分局还公
布了各派出所户籍业务受理预约电
话，市民可拨打电话预约办理户籍业
务。

南山路派出所：6219181；二马路
派出所：6 2 1 9 1 9 0；兴隆街派出所：
6209565；向阳派出所：6207118；毓璜
顶派出所：6641105；南大街派出所：
6258187；西大街派出所：6261109；白
石路派出所：6281103；立交桥派出
所：6816239；幸福派出所：6835268；世
回尧派出所：6016719；凤凰台派出
所：6523069；只楚派出所：6854110；毓
西路派出所：4916110；北岛派出所：
6872959；金沟寨派出所：6678718；福
安派出所：6 8 1 5 0 8 9；奇山派出所：
6091627；黄务派出所：6736953；卧龙
派出所：6 7 3 3 1 4 7；崆峒岛派出所：
6275110；芝罘公安分局警务大厅：
6223655。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徐慧 林山

莱山区今年资助

学前幼儿91 . 92万元

今年，莱山区学前教育资助幼儿
1532人次，资助金额91 . 92万元。义务
教育段农村寄宿生生活补助资助111

人，资助金额13 . 88万元。普通高中资
助626人次，资助金额46 . 95万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栖霞拟再添

2件山东省著名商标

近日，山东省工商局公告2014年
度359件省著名商标，异议期为12月
18日至2015年1月16日。栖霞有2件商
标榜上有名，分别是鸿庆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的“H-Qing”商标和栖霞杏源
工贸有限公司的“杏源”牌商标。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林宏 王芳

中科院沈阳计算技术

研究所烟台分所成立

近日，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
研究所烟台分所协议签订仪式在牟
平区举行，标志着继中国科学院烟台
海岸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烟台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烟台分所之后又一国家级
科研院所落户烟台。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福山提高乡镇津补贴

人均每月提高288元

记者从福山区财政局了解到，为
确保提高乡镇机关事业单位津补贴
工作落到实处，福山区在全市率先全
面落实津补贴政策。目前，福山区所
辖应提高津补贴镇、街6处，人数1017

人，月均提高津补贴288元，已全部发
放到位。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树平 陈晨

每日一菜

食材：猪肉馅、藕、鸡蛋、淀粉
少许、面粉少许、啤酒、姜末、葱末、
料酒、十三香、五香粉、香油。

做法：
1 .将肉馅撒上盐、香油、五香

粉、十三香、葱末、姜末，搅拌均匀
备用。

2 .莲藕去皮，切成5毫米厚的
片，再从中间切一刀，但不要切到
底。

3 .将切好的莲藕片打开，中间
塞入肉馅。另取一碗倒入少许面粉
和淀粉，打入一个鸡蛋，加少许啤
酒搅拌成糊状，以沾筷子并自然流
动的状态为佳。

4 .将装入肉的藕夹均匀地沾
上淀粉糊，下入油锅中炸熟即可。

肉香藕盒

开发区海河幼儿园

迁入新园

12月29日，开发区海河幼儿园新
园正式投用，200多名幼儿喜迁新园。
海河幼儿园新园位于沭河路和凤台
山路交界处，占地17800多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11000多平方米。新园由老
园的7个班、200个学位增加到20个
班、700个学位。

新园按照省“十佳”园要求，建
有图书阅览室、科学发现室、美术教
室、舞蹈室、音乐室、多功能厅等，所
有教室内均配备钢琴、触控一体机、
直饮水机、门禁系统等设施设备。采
暖、燃气、供电、供水等全部并入城
市管网系统。

另外，人社部门通过劳务派遣
的方式公开招聘35名专业幼儿教师，
为海河幼儿园提供了充足的师资保
障。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获悉，
关于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提交的《关于确定烟台市
城区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
费标准的申请》，烟台市物价局于
近日对市区有线数字电视收视维
护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做出批
复。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
费收费标准：有线数字电视用户
(不分居民和非居民)第一终端26元
/月，第二、第三终端5元/月，第四
终端(含)以上26元/月。

批复自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有效期
届满3个月前，应按有关规定重新
申报收费标准。

本报记者 李凝

有线数字电视收视

维护费收费标准获批

25名刑事被害人

领取司法救助金

近日，烟台市人民检察院采取集
中或上门发放的形式，向经济困难、
急需救助的25名刑事被害人及其近
亲属发放了司法救助金。

据了解，救助金发放过程中，市
检察院工作人员向被害人及其近亲
属宣讲国家法律政策，做好他们的心
理疏导工作，鼓励他们重新树立生活
信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发放
司法救助金，彰显了司法的威严和温
情，提高了司法公信力，有效促进社
会的和谐稳定。图为市检察院工作人
员陈剑峰、黄银涛、孙丫雯向救助对
象发放司法救助金。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常洪波

鲁信影城银座店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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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威虎山

片长：14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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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3 :25/14 :05/14 :40/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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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爱之渐入佳境

片长：9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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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之遥

片长：140分钟
场次：09:45/11:15/12:20/13:5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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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8家企业可进行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山东省商务厅日前公布了第二
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企业名单，
其中烟台鸿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在列。至此，烟台一共有8家企
业具备资质进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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