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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年年电电商商交交易易额额达达11556655 .. 66亿亿元元
同比增长三成多，网络零售额228 . 5亿元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王永
军） 3日，记者从烟台市商务局
了解到，去年烟台电子商务发展
良 好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达 到
1565 . 6亿元，同比增长37 . 4%，网
络零售额228 . 5亿元，增长57 . 6%，
烟台电子商务发展体量和速度
均居全省前列。

为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烟台
组织了大樱桃、苹果等网上销售

活动，取得不错的收益。去年4月
份，推动“淘宝特色中国·烟台
馆”牵头多个合作社开展了“北
方春果第一枝”大樱桃网上销售
活动，共累计销售大樱桃78 . 69万
件，销售额达到9500万元，同比增
长458 . 3%，占全国网销大樱桃份
额的41%。

去年10月份，烟台市农产品
卖家在淘宝等平台上开展烟台

苹果销售活动，截至11月底，烟台
卖家网上销售苹果1 . 06万吨，销
售额1 . 27亿元，占淘宝网苹果类
目销售额的36 . 7%，居全国首位。

此外，许多新类型电子商务
平台破土而出，电商平台更注重
打烟台本土牌，烟台市民的消费
生活也更加便捷。比如“搜家网”
是涵盖装修、建材、家居的电子商
务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优

化全市近千家供应商的供应链，
为用户提供一站式装修解决方
案，全年实现交易额5400万元。

就连咱烟台市民逛街必选的
三站市场也嗅到了风向，三站市场
建设的“三站购”网购平台上线，通
过将市场商户整体平移到网上,聚
集了近2000多家三站业户。

惠通网络建设的“E-万佳”
平台和社区电子商务服务店相

配合，为居民提供快递配送、生
活商品定制、代办服务等一系列
生活服务，“E-万佳”建设220个
社区服务店。

“易牌网”是全国最大的高
速公路户外广告交易平台，通过
网络整合全国高速公路户外广
告资源，实现户外广告的地图查
询和在线交易，业务覆盖了40多
条高速线路。

今日“立春”

局部迎来小阵雪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蒋大伟
实习生 庞旭） 4日迎来立春

节气。据烟台气象台预报，从4日凌
晨开始，烟台市受冷空气影响，北
部地区局部有小阵雪，北风，风力
增强，气温有所下降。

烟台市气象台3日16时发布的
天气预报，4日，多云，北部地区局
部有小阵雪，北风5-6级，气温-4℃
到3℃；5日，多云转晴，北到西北风
5-6级，气温-8℃到3℃；6日，晴到
少云，北风转西南风4-5级，气温
- 7℃到 7℃；预计 7日到 8日受较
强冷空气影响，阴有雪，北风风
力较大，气温明显下降。墨香传情

3日上午，毓璜顶街道毓西
社区居委会里异常热闹，居委
会邀请烟台市书法协会的书法
家现场写对联送给社区居民。
面对一副副透着墨香的对联，
居民们显现出极大的热情，对
联写好后墨迹未干便被市民选
走，几位不方便到现场的居民
还委托居委会工作人员帮忙挑
一副对联送到家中。

本报记者 吕奇 摄影报道

烟台市学前教育工作要点出炉

今今年年扩扩增增普普惠惠性性学学前前教教育育资资源源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

楠楠） 3日，记者从烟台市教
育局获悉，今年全市学前教育
工作要点出炉，政府购买学前
教育服务将迈出实质性步伐，
全市学前教育将更加突出公益
性、普惠性，大力扩增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

据悉，今年烟台市将大力
推进“镇村一体化”管理和集团
化办园。理顺乡镇公办中心幼

儿园的办园体制和管理体制，
统筹镇域幼儿园布局、经费保
障、教师调配、保教管理、监督
考核等各项工作，实施分类指
导。在全市着力打造推广3-5处

“镇村一体化”管理典型，年内
召开全市“镇村一体化”管理现
场会，全面推广深化改革经验，
提升农村学前教育整体水平。
以各实验类幼儿园为龙头，采
取直接办园、联合办园、输出管

理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扩大
县域集团化办园进程和规模。

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确保交付使用的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及其他新审批的幼儿园
达到省定基本办园条件标准，
逐步实行幼儿园标准化建设不
达标淘汰制。政府购买学前教
育服务迈出实质性步伐，突出
加大对农村集体和城市街道、
社区办幼儿园的支持力度。扩

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范
围。

今年全市将成立幼儿园保
教工作专家指导团，开展送教
下乡活动。唱响“把游戏还给孩
子，把快乐还给孩子，把童年还
给孩子”主旋律。完善幼儿园保
育教育与小学教育有机衔接机
制，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
教育内容，防止和纠正幼儿园
教育小学化现象。

烟台高校试点

财政拨款定额改革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李楠
楠） 3日，记者从山东工商学院获
悉，作为全省高校拨款定额改革
试点高校之一，山东工商学院今
年16个A类优势专业经费将上浮
10%，9个C类专业经费核减20%，以
促进专业的优胜劣汰，从而使优
势专业更强。

目前，高校都有财政拨款收
入，其主要构成是学生定额经费，
该项经费是由财政部门根据统一
的专业定额标准乘以各专业学生
人数核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不少
高校开始盲目开设新专业，造成
教学质量不均，就业率大幅下降。
为此，我省启动高校拨款定额改
革，通过定额拨款这一资金杠杆
助力专业的优胜劣汰，山东工商
学院是试点高校之一。

“根据学校发展定位和专业
基础，将学校的学科专业分为A、
B、C三类。A类鼓励发展，B类一般
发展，C类限制发展，办特色和品
牌专业，逐步淘汰不适应经济发
展的劣势专业。”山东工商学院教
务处副处长丁兆军介绍，“结合社
会需求和就业形势，学校将集中
力量发展大商科学科专业群及其
支持专业群，打造管理学、经济
学、信息技术等三大应用型特色
优势专业群，减少就业状况欠佳
专业的招生计划，如数学与应用
数学等专业，暂停乃至停止部分
就业情况较差专业招生，如汉语
言文学等。对部分临近界点的专
业，提出警示。”

今年省财政对A类专业，在其
专业定额基础上，上浮10%的比例
核定经费；B类专业，按其专业定
额核定经费；C类专业，在其专业
定额基础上，按20%的比例核减经
费。

“A类优势专业经费增加，C类
专业经费减少，一增一减强化了
对高校特色优势专业的政府支持
力度，激励高校对其重点专业的
培养资源的调度和整合，从而形
成学校的竞争优势，同时促使高
校对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专业进行
调整、改善以至淘汰。”丁兆军说。

据悉，试点范围将逐步扩展到
所有省属本科高校，届时烟台其他
高校也将逐步实行拨款定额。

跨境电商

成为新发展方向

去年3月，烟台市先后获
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
点城市”和“国家电子商务示
范城市”，为烟台市发展电子
商务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跨境电子商务也成为不少企
业发展的新方向。

比如由山东邮政速递物
流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建设
的“邮政跨境易公共服务平
台”去年9月正式上线运营，软
通动力在牟平区建设的跨境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预计2015

年3月上线运行。芝罘区设的
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孵化基地
也即将投入使用。

考虑到企业的需求，烟
台海关邮运、空运跨境贸易
电 子 商 务 一 般 出 口 模 式 启
动，烟台市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零售出口迈出了实质性的
一大步，空运、邮运通关渠道
正式打通，烟台由此迈进“跨
境电商时代”，成为省内第二

个开通跨境贸易一般出口通
道的城市。

烟台与山东邮政还积极
争取开通中韩海运邮路，此条
邮路将烟台紧邻韩国、海运便
利的优势与仁川国际机场发
达的航空运力相结合，可实现
跨境物流成本比国内其他地
区低20%-30%，并可通过物流
优势吸引供应链等产业资源，
打造跨境电商聚集区。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头条延伸

112200一一周周急急救救2288名名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急急症症患患者者
寒假中，车祸居未成年人意外伤害首位，提醒家长孩子多加注意

本报2月3日讯（记者 宋
佳） 3日，烟台市120急救指挥
中心发布消息称，最近一周全
市120共出诊急救18岁以下未
成年人急症达28人。按照往年
经验，寒假儿童、青少年意外伤
害中，主要是交通事故、摔跌
伤、鞭炮伤、煤气中毒、烧烫伤
等，家长应提前做好孩子假期
安全工作。

“最近一周，全市120共出
诊急救18岁以下未成年人急症
28人。”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据往年统计
数据分析，儿童、青少年意外高

发的势头一般将持续到寒假结
束才会减少。

据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统
计，寒假期间往往是儿童、青
少年意外伤害频发的时期，造
成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原
因中，主要是交通事故、摔跌
伤、鞭炮伤、煤气中毒、烧烫伤
等。

1月26日晚上9点前后，龙
口城区的17岁男孩不慎摔伤头
部，感觉头痛、头晕，烟台市120

急救指挥中心紧急前往现场救
治，由于抢救及时，现在受伤男
孩伤情稳定。

2月1日晚上7点多，龙口

一名 1 3岁男孩遭遇车祸，市
1 2 0急救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后，立即指令就近的救护车出

诊。数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

到现场，立即对男孩进行止

血、包扎等处理，并迅速送往

医院做进一步抢救。目前该男

孩病情稳定。

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提醒各位家长，应加
强对孩子交通安全和防范危害
知识教育，不断增强他们的防
范意识，学会自我保护。对生煤
炉取暖的家庭，要特别注意宅

在家里孩子的安全，谨防煤气
中毒。

“春节期间，家长还要特
别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在燃
放烟花爆竹时，注意自身安
全。”工作人员说，春节期间
走亲访友，人来人往，孩子更
应该加强安全意识，避免各
类不幸事故的发生。为了应
对 可 能 出 现 的 意 外 伤 害 事
故，家长最好学点急救知识，
关键时刻开展自救互救，努
力将危害降到最低，为孩子
的安全护航，确保孩子度过
一个欢乐的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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