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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发放渔业成品油

价格补贴690万元

海阳黄海水产科研项目

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开通油轮进口

绿色通道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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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区举行慈善捐赠

物品发放仪式

莱山区总工会

开展职工素质提升工程

芝罘区司法局开展

矛盾纠纷集中调处活动

近日，芝罘区财政局按照《渔业
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及时拨付成品油价格改
革财政补贴资金690 . 66万元，惠及芝
罘区渔船397艘，有效调动了渔民生
产积极性，促进渔业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开发区危险货物运输

从业资格证实现一证一档

记者从开发区政务中心交通窗
口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危险货物运输
行业管理，确保营运安全，对辖区内
所有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档案进
行了整理。实施分类管理，从“一人一
档”升级为“一证一档”，建立分类索
引目录，为方便档案管理和查询奠定
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刘丽

隧道限高一般4 . 5米以上

司机需看清限高再通行

26日上午，天津武清区发生一起
大巴车撞上限高杆的交通事故，造成
2人死亡、多人受伤。关于限高杆的单
方交通事故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烟
台交警提醒驾驶员，市区内多处铁路
桥下设有限高杆，各处隧道限高4 . 5

米以上，驾驶员要看清楚限高标志，
谨防事故发生。

目前在中心城区内的铁路桥下
都设置有限高杆，具体位置在芝罘屯
路铁路桥下、青年路北段铁路桥下、
支楚路铁路桥下、红旗西路铁路桥
下、大马路天鸿凯旋城。铁路桥下的
限高高度不等，有的桥洞限高为4 . 3

米或4 . 5米，有的是3 . 9米或3米。
与铁路桥相比，隧道的限高一般

都在4 . 5米以上，正常高度的大型客
车和大型货车都可以通过。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温全福 蒋楠

近日，福山区慈善总会举行了捐
赠物品发放仪式，福山区慈善总会、
慈善办公室及部分慈善义工以及接
受捐赠物品的群众参加了仪式。这次
发放的慈善捐赠物品主要包括轮椅、
助行器、皮衣，所有物品均来自各界
爱心人士的捐赠。他们为当地残疾、
贫困群众献出了爱心，送去了关怀。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卢
昌磊 张懿文

为做好春节、“两会”期间的维护
社会稳定工作，及时防范化解社会矛
盾纠纷，芝罘区司法局决定从即日起
至2015年3月10日，在全区组织开展
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和走访社区
矫正对象、刑释解教重点人员活动。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张健

2014年以来，莱山区大力开展职
工素质提升工程，通过举办各类劳动
竞赛和劳动培训，使区内企业职工整
体素质有了明显提升，1970人取得各
类职业资格证书，成为企业技术骨
干。

本报记者 韩逸 通讯员 牛
立志 姜言良

近日，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海阳市黄海
水产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海水鲆鲽
鱼类基因资源发掘及种质创制技术
建立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据了解，这是黄海水产第
二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该公司参
与的“半滑舌鳎苗种规模化繁育及健
康养殖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获201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张

宇 柯可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下滑，国内原
油进口不断攀升，为确保油轮往来安
全、便捷、畅通，交通运输部烟台海事
局开通绿色通道，确保辖区油轮在港

“零待时”。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胡佩民 郝光亮

烟台一中学生

全省英语竞赛获佳绩

记者从烟台一中获悉，在日前结
束的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山东
省赛区决赛中，烟台一中高二十三班
学生宋金洋以全省第六名的好成绩
荣获高中组最佳综合能力奖（全省共
十人），位列烟台市第一名。

本报记者 李楠楠

近日，美国和加拿大分别报告其
境内发现H5亚型的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为防止疫情经烟台口岸传入，
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加强对来自
北美的入境船舶和人员的检疫查验，
目前已对入境船舶携带的300余公斤
禽肉及其产品进行了封存处理。

本报记者 王永军

鲁信影城银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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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长：144分钟
场次：17:25/18:20/19:00/19:40/20:
10/20:55

重返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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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总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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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排骨、生抽、老抽、料酒、盐、鸡
精、五香粉、干辣椒、大葱、姜、八角、
花椒。
做法：

1 .锅里放水和花椒煮开，再放入
排骨大火重新煮开，排骨捞出洗净沥
干水备用。

2 .锅里放油，小火炒葱、姜、八
角。

3 .倒入排骨炒到微黄。放入干辣
椒，继续煸炒排骨至边缘焦黄。

4 .沿着锅边倒入料酒，煸炒几下
沿着锅边倒入生抽、老抽，放入五香
粉。

5 .加水淹没排骨，大火烧开。
6 .转小火炖30-50分钟，调入盐。

大火收汁到黏稠，出锅调入鸡精即
可。

红烧排骨

每日一菜

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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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近日，烟台市莱州湾东部海洋生
态修复、长岛大钦岛海洋生态修复、
长岛南长山岛海洋生态修复和烟台
牟平云溪北部海洋生态修复等4处海
洋生态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获
省厅批复。以上4个项目总投资2400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省级补助。项
目分三期(三年)建设完成，2014年获
省级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补助800万
元。

本报记者 李静

莱阳400辆客车

集体“体检”备春运

27日，即将投入春运的莱阳市道
路运输客运车辆开始集体“体检”。审
验首日，共检测车辆200辆，发现刹车
制动不足、灯光亮度不够、玻璃有裂
痕等问题17个，已全部责令限期整
改，合格后方能通过审验。据悉，此次
车辆审验涉及车籍地在莱阳市的经
营性客运班车和客运包车共400余
辆，审验工作为期4天，所有客运车辆
只有检验合格后方能投入春运。对逾
期未参加审验的车辆，将按照《山东
省道路运输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董新云 房贤华

李岩中国画人物展

烟台画院展出

由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烟台画院、烟台市美术家协会、烟台
井 德 文 化 传 播 承 办 的“ 逸 象 无
尘——— 李岩中国画人物作品展”将
于1月31日至2月3日在烟台画院陈列
馆展出。李岩，1982年生于山东济南，
2004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
系，艺术硕士。师从刘大为、袁武、任
惠中、王天胜。

本报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刘
子会

莱州土山镇还原

乡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为了留住乡村发展记忆，莱州市
土山镇小任家村建起了乡村记忆馆，
涵盖盐文化、渔文化、草编文化等内
容，希望通过记忆馆生活化、生动化、
形象化地记录展示乡村发展轨迹、文
化传统，对保护乡村历史信息以及保
护、传承传统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李凝

龙口法院北马法庭

去年收案400多件

龙口法院北马法庭辖区为芦头
镇和北马镇两处乡镇，去年该法庭共
收案400多件，案件类型主要为婚姻
家庭、人身损害赔偿、邻里关系、民间
借贷等纠纷。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曲岩

春季高考技能考试

烟台设考点

今年春季高考技能考试，烟台设
立鲁东大学考点，主要承接师范教育
技能考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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