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下月月起起““老老人人机机””打打电电话话便便宜宜了了
芝罘区“12349”养老服务平台出新政，两万多位老人将得实惠

今今起起北北风风增增强强，，气气温温明明显显下下降降
昨冬雨过后有雾，今天下午就会被吹散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蒋
大伟） 都说“三九四九冰上
走”，可在四九的末尾，烟台迎
来了一场冬雨，冬雨过后轻雾
又锁住了烟台。预计26日白天
仍将有雾，下午起北风增强，雾
将被吹散。随着北风增强，气温
也将明显下降。

25日凌晨，一场不期而至
的冬雨光顾烟台，据烟台气象
台发布的降水量统计，烟台市
范围内普降小雨，其中蓬莱和
长岛的降水量较大，降水量均
超过了5毫米。

“此次降雨主要是受暖湿
气流的影响，包括24日当天雾
霾天气比较严重，都是受了暖
湿气流的影响。”烟台气象专家
吴树功说，降雨结束后，25日的
空气湿度基本达到饱和状态，
加上冷空气弱，风力不大，当天
下午出现大雾天气，预计雾天
的影响将持续到26日早上。

据烟台气象台预报，26日
白天有雾或轻雾，下午北风将
逐渐增强，海面7到8级，阵风9

级，陆地6到7级，阵风8级，同时
气温也将明显下降，提醒市民
注意防范。

三九四九天连续下雨，却

不见雪来，素有“雪窝”之称的
烟台历史上1月份降雨的情况
如何？

据了解，以烟台1月份为
例，2000年以来，1月份平均降
水日数（包括微量降水）为12 . 9

天，有雨降水日数平均为2 . 8

天，有雪降水日数11 . 4天。纯雨

日数平均为1 . 5天，纯雪日数平
均为10 . 1天，雨夹雪日数平均
为1 . 3天。

“从2000年到2014年，15个
年头，1月里降水过程不含雨的
年份有4年，占比27%，其他11个
年份会有下雨的时候，所以冬
雨不足为奇。”烟台气象专家吴

树功说，遇上暖冬，降雨日和降
雨量都会相对较多。

“降雪要满足低温、水汽充
沛的天气条件，目前烟台沿海
区域水汽较为充沛，但缺少低
温条件。暖湿气流控制下就自
然出现了降雨天气。”吴树功
说。

豪豪车车制制造造商商扎扎堆堆来来烟烟““攀攀亲亲戚戚””
不为开拓市场，只为提前“定制”一线技能人才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赵桂平

临近期末，烟台各高校都
开始放假，校园逐渐安静。不
过，烟台福山的一所高校里却
异常热闹，宝马、奔驰、捷豹路
虎和保时捷等豪车制造商集中
来学校谈合作，提前“定制”一
线技能人才。

这几天，福山区烟台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的校园里异常热
闹，学校的领导们也特别忙碌，
因为他们要一拨接一拨地接待

来学校考察的豪车制造商们。
学校宣传部一名老师说，宝马
来过，奔驰来过，保时捷来过，
前几天捷豹路虎刚考察完离
开。

院长尹桂瓒说，学校已经
跟戴姆勒公司展开合作，为梅
赛德斯-奔驰汽车售后服务市
场培养高素质的汽车人才，双
方展开合作，通过完善的师资
培训、专业的教学设备，使学生
们在实践中掌握梅赛德斯-奔
驰汽车的维修、诊断等技能并
学以致用。

为什么这么多豪车制造商
找上门来谈合作？“随着经济的
全球化，我们逐渐意识到只有
深入开展职业培训的企业才更
具有竞争力。”捷豹路虎校园考
察团一名负责人说，因此很多
有实力的企业包括他们都纷纷
开始提前介入，为企业培养出

“私人定制”的高素质人才。
一旦展开合作，这些豪车

制造企业将为学校提供教学设
备，师资培训以及提供教材等。

作为全省唯一一所以“汽
车”冠名的高职院校，这所学校

的汽车相关专业差不多已经被
企业提前“定制”展开联合培养，
企业根据车型以及需要，培养更
务实，毕业生用起来更顺手。

“这些年学校基本不用举
办大型招聘会。”尹桂瓒说，“基
本学生在大二就有了就业方
向，合作培养中企业不光是物
质投入，还有文化和理念的渗
入，学生毕业就是‘职业人’，可
直接上岗。此外，企业先进的技
术、严谨规范的管理体系以及
全新的职业教育理念也促进了
我们学院的提升。”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王永
军） 25日，记者从烟台市市民卡
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方便市民，即
日起市区新增13处市民卡服务点。
其中芝罘区9处，福山区1处，开发
区3处，市民可就近选择为市民卡
充值。

据了解，芝罘区此次新增9处
市民卡服务点：宗周超市服务点位
于芝罘区三和路，悦悦超市服务点
位于幸福南路29号，甜润超市服务
点位于芝罘区福泰路东福泰小区，
帅玉超市服务点位于龙海家园A

区14-2-103，瑞捷超市服务点位于
幸福南路13号，苏格便利建设路店
服务点位于芝罘区建设路14号，竹
婷百货商店服务点位于海港小区
东门19号，中国体育彩票服务点位
于芝罘区西盛街24-2号，桃花街怡
好便利服务点位于芝罘区桃花街
018号。

福山区新增1处市民卡服务点
为天创百货超市服务点，位于福山
区同福街60-4。

开发区新增3处市民卡服务
点：源源超市服务点位于开发区黄
海小区西门，直通家超市天马店服
务点位于开发区宁波路9号，直通
家超市泰山路店服务点位于开发
区泰山路金鑫家园对面。

目前，13处服务点可以受理市
民卡的现金充值业务。芝罘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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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位于工人文化宫大厦身
后安乐胡同32号。

市区新增13处

市民卡充值点

烟台七家单位获评

省循环经济示范

本报记者 陈莹

“孩子放假了，可大人还
得工作。培训项目能帮着解决
吗？”距离2月2日中小学放寒假
的日子越来越近，本报与烟台
大成国学经典培训中心联合
推出的“齐鲁晚报·传统文化
寒假培训项目”的咨询电话
中，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越来越
多。

为解决上班族家长们的
后顾之忧，培训中心将为上午
和下午都有课的孩子提供午
餐和休息的环境。

培训中心会专门提供一
间教室供孩子们自由阅读，现
有各类优秀图书近千本，还有
难得一见的《十三经注疏》全
套古装本，能让孩子们感受到
古代文化的魅力。

为保证孩子们吃得健康、

吃得安全，培训项目的午餐选
择蓝白快餐和神龟馅饼两家
快餐，让孩子们轮流吃。

此外，凡是参与本项目培
训的小精英，他们的家长都可
免费参加大成国学的“家长课
堂”。“孩子问题绝不是孩子本
身的问题，许多孩子身上所谓
的‘问题’无非是家长的影子
而已，只有家长好好学习，孩
子才能天天向上。”讲授国学

经典的老师王萱说。
在“家长课堂”中，我们会

邀请专家来讲授古人的“教子
之道”，给家长们以启发。

“齐鲁晚报·传统文化寒
假培训项目”授课时间为2月2

日至3月6日（其中2月14日至25

日休春节假）。培训以小班授
课为主，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咨 询 电 话 ：1 3 7 9 2 5 1 2 3 9 5 、
6273577、6879080。

是是孩孩子子们们的的课课堂堂，，也也是是家家长长们们的的课课堂堂
齐鲁晚报·传统文化寒假培训项目邀您来报名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王永
军） 近日，山东省经信委公布了
山东省循环经济示范单位（第二
批）名单，全省一共有109家单位上
榜，其中，烟台有7家，分别是：山东
栖霞经济开发区、山东烟台万通
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烟台市
百汇物资有限公司、山东中矿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道恩钛业有限
公司、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
公司和烟台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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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鲁燕） 芝罘区

“12349”养老服务平台出新政，
下月起，老人机用户资费由
0 . 15元/分钟下调至0 . 1元/分
钟，芝罘区将有两万多位老人
得实惠。芝罘区“12349”养老服
务平台已经成功运行一年多，
日前已并网“89000”。

一 年 多 以 来 ，芝 罘 区
“12349”养老服务平台已为两万

多位老人提供了服务，为70周
岁以上老年人免费配发了老人
机。通过“12349”养老服务平台，
老年人可享受到优质、便捷、低
价的居家养老服务。2015年，为
将这一惠老政策更好地落到实
处，芝罘区将老人机资费做了
调整。自2015年2月1日起，老人
机话费由0 . 15元/分钟降至0 . 1

元/分钟，拨打“12349”及亲情号
码免费，月租及基本功能费由

政府部门承担。
据悉，芝罘区年满70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每年将由区政
府出资购买基本资费，以户为
单位，每户免费配送一部老年
人手机。手机按键大、声音大、
屏幕大，适合老年人使用，具
有手电筒、收音机、报时、照相
等功能。使用配送手机免费拨
打“12349”服务热线，还可以免
费获得120、亲友、邻居、社区紧

急通知。有偿得到家政服务、
生活照料、家电维修、生活百
事等涵盖居民生活的各方面
服务。

目前，芝罘区“12349”养老
服务平台已与“89000”民生服
务平台整合，养老服务热线的
32名值机人员24小时值班受理
老年人的需求，指派服务商为
老年人提供低价有偿的各种
居家养老服务。

莱山教体局公布

黑校车举报电话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李楠
楠） 校车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的
幸福，即日起，莱山区教体局面向
社会公布校车安全举报电话，凡
经调查情况属实的，莱山区教体
局将按违规情节程度，给予举报
人适当奖励。莱山区教体局校车
安全举报电话为：6892100。

美术统考达到185分

才能参加校考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李楠
楠） 今年美术统考成绩公布，考
生可以上网查询，根据规定，只有
统考成绩达到185分的考生，才有
资格参加即将到来的美术类校
考。

美术统考结束后，美术校考
将开始。今年继续在济南、青岛、
淄博、潍坊设立专业考试考点，2月
2日开始网上报名，考试时间为
2015年2月27日至3月13日。

25日，烟台降下小雨。冬雨过后轻雾又锁住了烟台。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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