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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饭店协会

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

莱州市成立

海钓产业协会

后天

3～-7℃

多云转阵雪

本报微博

鲁大教授首次入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马路边

多出一间“房”

4日，烟台市旅游饭店协会成立
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加强行业自
律，监督行业内的食品安全问题，更
好地确保“餐桌安全”。

“安全、卫生、舒适是饭店行业的
三大要素。”烟台市旅游饭店协会会长
巴信刚介绍，烟台是一座旅游城市，饭
店的食品安全问题尤为重要，关乎城
市形象。成立食品委员会，将自觉接受
社会各界监督，加强行业自律。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去年烟台PPI同比

累计下降0 . 9%

4日，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发
布统计数据，2014年，烟台市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
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仍延续下降态势，
但降幅比上年有所收窄。全年出厂价
格指数同比累计下降0 . 9%，降幅比上
年同期缩小1 . 2个百分点；购进价格
指数同比累计下降1 . 0%，降幅比上年
同期缩小0 . 7个百分点。

从全年走势看，出厂价格指数1-
6月降幅较为平稳，分别下降0 . 8%、
0 . 5%、0 . 7%、0 . 8%、0 . 7%和0 . 5%，7月指
数负增长，为全年降幅最小，下降
0 . 4%，从8月开始降幅逐月扩大，到
11、12两个月降到全年最低点，两月
均下降1 . 6%

在调查的33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6

升16降1平，升降面均等。其中涨幅较
大的行业有：家具制造业，食品制造
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价格，
降幅居前三位的行业是：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产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陈蓬

4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鲁东大
学俞祖华教授入选2014年国家百千万人
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荣誉称号，这是鲁东大学教师
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学校国家级人才
工程人选培养取得了新的突破。

俞祖华是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师，历史学博士，传统文化与现代思
想研究院院长，国家级特色专业(历史
学)、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近现代史)

负责人，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高校
人文社科基地——— 中华文化传统与中
国现代思想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务
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山东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

本报记者 李楠楠

4日，大海阳路大润发商场附近出
现一间奇怪的“房子”，从外形看像是
车斗，四周用黑色板子挡住，“房子”底
部一侧是车轮，另一侧则以砖块支撑
保持平衡，怪异的造型引得路人频频
回头。

据附近商户介绍，这间“房子”里
面放着水果及干果等，三天前被一辆
摩托车拉过来，之后一直放在这里。该
路段平时行人、车辆较多，路边忽然多
出一所“房子”，对交通秩序造成一定
影响。

本报记者 吕奇

1月31日，莱州市海钓产业协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
标志着莱州市海钓产业协会正式成
立。海钓产业协会将有利于维护良好
海钓秩序、宣传海洋环境保护，对莱州
市实施现代渔业、转型休闲渔业具有
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李静

柳秀林作品巡回展

亮相烟台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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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顺
轩画廊、青州海龙艺苑、烟台天艺画
廊承办的“柳秀林人物画作品巡回展
(烟台站)”将于7日-9日在烟台画院陈
列馆展出，7日上午9时30分举办开幕
式。

柳秀林，1982年生于山东烟台，
现为湖北省美术院专职画家。2005年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获学
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
并获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画写意
人物创作研究工作。此次共展出柳秀
林人物画作品70余幅。

本报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刘
子会

鲁信影城银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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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咸鸭蛋2个、鸡蛋2个、皮蛋1个、
油、料酒。
做法：
1 .把皮蛋剥去壳，咸鸭蛋与鸡蛋分别
磕入碗内。
2 .把咸蛋黄捞出，咸蛋白放入鸡蛋液，
加1调羹料酒，2调羹清水打匀。
3 .咸蛋黄与皮蛋分别掰成小块。
4 .取一个比较深的盘，四边用油抹好。
把蛋液倒入，再放入咸蛋黄与皮蛋。
5 .用保鲜膜封住，中火隔水蒸8-10分
钟。
6 .出锅后凉一下，即可切块装盘。

多彩蒸三蛋

每日一菜

全市职业教育

工作要点出炉

4日，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
今年全市职业教育工作要点出炉，
全市职业教育将以创业教育为驱
动，提升中职生的创业意识和能力。
年内，培植一批“创业小明星”。

另外，全市职业教育还将进一
步完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将创业
教育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提高课
程开设的质量和水平。倡导各学校
创建有区域特点和专业特色的创业
教育模拟实践基地，满足学生创业
教育需求，提高学生实践创业能力。
举办全市中职学生商业计划书大
赛，组织参加北京光华创业精神大
奖赛。开展“创业导师进校园”活动，
分享创业实践经验和“一对一”的创
业指导，培植一批“创业小明星”。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牟平特检

整改存隐患液化气站

近日，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工作人员对福山区某乡镇一在
用液化气管道开展定期检验时，发
现该液化气站管道存在力表等安全
附件超期未校验，部分管道产生腐
蚀壁厚减薄等安全隐患。为预防事
故发生，特检人员针对检验出的问
题及时下达特种设备事故隐患通知
书，提出整改意见。

通讯员 宫明涛

牟平区图书馆举办

葫芦丝免费培训班

为让广大少年儿童体验葫芦丝
这一传统民族乐器的独有魅力，牟平
区图书馆尼山书院将在寒假期间举
办一期葫芦丝免费培训班，并聘请专
业葫芦丝教师范明辉授课。

葫芦丝培训时间是2月9日至2月
12日，2月15日和16日，每天下午2：00-
3：30。9岁以上的中小学生均可报名，
名额有限，欲报从速。报名咨询电话：
3454880。

本报记者 于飞

立春时节草莓飘香

4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立
春，福山区反季节大棚草莓大量上
市。近年来，福山区大力发展大棚果
蔬立体种植，创新不同品种的果蔬
同步错层生长新模式，攻克栽培技
术难题，使生长期不同、肥水需求量
各异的植物混合种植，增强互补性，
提高土地和设施农业利用率，同时
不同的生长期、采摘期弥补了采摘
空白档，一年四季都可形成有效可
循环的瓜果蔬菜采摘，为农民增收
开辟了新途径。楼子口村每个立体
种植大棚占地约1 . 2亩，仅草莓一项
每棚每季收入约10万元。

特约摄影 孙悦

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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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抢购年货

2015烟台新春年货采购会1日至9

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目前活
动时间已经过半，想要置办年货的市
民抓紧时间抢购。

记者在年货会现场看到，除了年货
必备的干果、酒水外，现场有湖南的腊
肉、新疆大枣、海阳的白黄瓜、潍坊的泥
老虎、台湾的大肠包小肠、云南的藕粉
酥，还有现场制作的热腾腾的庆丰包
子，现包的水饺等。市民在置办年货的
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各地的美味小吃。
此外，不少商家打出“半价销售、打折优
惠、买一赠一”等优惠吸引顾客。

组委会提醒市民，现场400多个展
位涵盖了酒饮产品、绿色食品、土特产
品、家用床品、家电家具等很多方面，
涉及3000多种商品，商品种类齐全，优
惠力度大，目前活动时间已经过半，想
要置办年货的市民抓紧抢购啦。

本报记者 李静

牟平特检对冷库

氨管道安全检验

近日，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冷库在用的
工业氨管道安全检验，防止发生氨
泄漏安全事故。截至目前已检验涉
氨企业57家，发现并处理隐患及问题
21起。对现场安全检验出的问题及时
通知企业进行整改，防止泄漏发生
安全事故。

通讯员 王旭晓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烟
台校园阳光体育在全省中小学阳光
体育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获得佳绩。

今年全省共评出特别奖12个，优
秀奖38个，其中烟台市选送的蓬莱易
三小学的“20+20”大课间特色之路和
龙口一中的“阳光体育节”活动探讨
与研究获得特别奖。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阳光体育案例评选

烟台获佳绩

烟台有了全自动

床单毛巾洗涤机

近日，烟台中心大酒店引进了烟
台首个全自动式床单、毛巾洗涤机，

“这台机器专门从美国引进，花了
1000万，是烟台市第一台机器。”工作
人员介绍，开机预洗需20分钟，之后
每三分钟能洗50公斤床单，而且洗涤
方式轻柔，延长床单半年使用寿命没
有问题。不过洗涤成本略高，比普通
洗涤高5%-10%。

本报记者 秦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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