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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进烟烟大大停停车车将将计计时时收收费费
私家车每小时2元，每天20元封顶，多高校不再是免费停车场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
楠楠 ) 到烟大校园里停车即
将计时收费。根据此前烟台市
物价局的批复，私家车停车半
小时将收费1元，每小时2元。据
悉，工商学院也有停车收费计
划。

23日上午，不少市民驾车
进出烟大校门已经看到大门处
电子屏开始显示进出时间，校
园停留时间等，停车不到1小时
显示收费1元，停车1小时显示
收费2元。

记者在现场看到校园门禁
收费系统已经开始运作，两个
栏杆分别针对校内车辆和校外
车辆，校外车辆进入都会计时。
校园内几处较大的空地都设置
了停车标志，地面也画上了停
车线。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只是在测试阶段，还没有真
正开始收费。预计经过一段时
间磨合后就会开始收费。

据悉，去年《烟台大学关
于校内停车场实行收费管理
的请示》被市物价局批复，小
型机动车每半小时1元。根据
批复内容，烟台大学校园停车
收费标准为小型中型机动车
(指乘坐人数小于20人的载客
汽车)每半小时(不足半小时按
半小时计算)1元；大型机动车
(指乘坐人数大于等于20人的
载客汽车)每半小时(不足半小
时按半小时计算)2元。连续停
车，每天累计收费额不超过20

元。包月包年停车，停车费在
不超过同类车型停车收费标
准的前提下，可由学校与车主
协商约定。

军警、救护、工程抢险等特
种车辆以及肢体残疾人凭《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停放
的专用车辆，学校教职工及亲
属和进校园办理公务人员停放

的车辆，在校学生(含短期培训
班学员)及学生家长停放的车
辆，免收停车费。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收
费，主要还是为了保障校园安
全。”烟大保卫处处长赵利江
说，学校东门是海水浴场，西门
北门都紧邻大型商超，南门是
大型住宅区，校外车辆入校频

繁，特别是夏天旅游旺季，确实
带来不少安全隐患。国内很多
211重点高校都开始实行车辆
入校收费政策。

目前，烟台高校中鲁东大
学已经开始停车计时收费，据
悉，山东工商学院也有上马收
费系统的计划，并将参照鲁东
大学和烟台大学的收费标准。

本报3月23日讯 23日下午，
市委书记张江汀，市委副书记、市
长孟凡利会见了新任中科院海岸
带研究所所长孙松。市领导对孙
松到中科院海岸带研究所任职表
示祝贺，希望海岸带研究所继续
紧贴烟台实际，不断深化产学研
协同创新，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
化成为现实生产力，努力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孙松表示将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地服
务烟台蓝色产业发展，为地方经
济提质增效升级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市领导会见中科院

海岸带研究所所长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陈莹)
26日14点30分，本报携手烟台万

达影城，免费为本报20名读者朋友
奉献一场催婚大戏《咱们结婚
吧》！只要您关注本报微信(今日烟
台)和微博(@今日烟台)，向本报官
微小编发送“抢票”口令，即有可
能获得免费观影的机会。

4月2日，电影版《咱们结婚吧》
正式公映。由刘江执导的电影版，
这一回讲得是四对即将举行婚礼
的情侣距在结婚前一周时，因为
婚前恐惧发生的各种冲突、逆转。

周四约你去看

《咱们结婚吧》

本报3月23日讯 (记者 于飞
实习生 贾晓艺 通讯员 张

海庭 刘钧坤) 23日上午，牟平区
开展了项目“开工月”的启动活动，
2015年东部新区将重点建设大宗商
品供应链产业园、滨海度假酒店
群、宏田汽车零部件和牟白线以及
成龙线大修工程，启动仪式后，四
项重点项目工程将正式开工建设。

牟平区启动

四项重点项目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宋
佳 实习生 王峰) 2厘米的
子宫肌瘤，3年内长到西瓜大
小。家住幸福祥和小区的毛女
士近日向本报求助，希望好心
人帮帮逆境中的母子。

“这几年没特别的感觉，
就是感觉自己越来越胖了。”
2 3日，在毓璜顶医院妇科病
房，40多岁的毛女士说，3年前

的体检，查出患有子宫肌瘤，
大的只有2厘米，最近想起体
检，没想到竟然长这么大，“估
计 肿 瘤 切 出 来 能 有 西 瓜 大
小”。

毓璜顶医院妇科住院医师
徐安利告诉记者，患者腹部膨
出，像是怀孕的孕妇。“肿瘤从
子宫位置长到了剑突部位。”徐
安利说，3年内由2厘米长到这

么大，考虑恶变的概率会比较
大。

毛女士说，3年前婚姻发生
变化，心理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痛苦折磨，也可能为此，病情才
急剧恶化。毛女士现在和儿子
相依为命。

毛女士的儿子大川今年24

岁，每个月有近2000元的工资。
这次住院，就这几天已经花了

6000多元。
徐安利告诉记者，手术顺

利的话，可能需要4万元手术
费，如果是恶性的，可能面临更
多的费用。“就是砸锅卖铁，也
给俺妈治病。”大川说。

如果您有能力给逆境中相
依为命的母子一点支持，您可
以拨打大川电话15854587995或
者与本报记者联系15063831079。

““就就是是砸砸锅锅卖卖铁铁，，也也给给俺俺妈妈治治病病””
母亲长“超级”子宫瘤，“90后”儿子为母筹借手术费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楠楠)
23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山东

省2015年师范类毕业生就业市场招
聘会将于29日在鲁大举行，作为胶
东地区最大一场师范类招聘会，现
场将有9个地市的教育局组团参会
招聘。

教育厅统一组织济南、济宁、潍
坊、淄博、临沂、威海、日照、德州、烟
台9个地市教育局、36个县市区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参会。另有20余所中
学和30家教育培训机构到校招聘。

威海环翠区教育局现场面试、初审
和发放参加当地教师招考资格证，
昌乐二中现场答辩面试、当场签署
用人协议。

届时将有来自全省17个地市以
及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等12

个省市的420家用人单位到现场招聘
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1 . 5万余个。

东方电子、丛林集团、泰和新材
料、龙大集团、南山集团、五征集团
等近20家国内知名企业也纷纷来校
招聘。

本本周周日日99地地市市教教育育局局来来烟烟招招老老师师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王光磊 刘
东辉 ) 烟台人才市场推出了
2015年度大型人才招聘会安排。
3月推出“烟台市应届高校毕业
生系列招聘会”，4月联合驻烟各
高校举办“第十届驻烟高校应届
毕业生洽谈会”，5-10月推出重
点项目急需紧缺、高精尖制造业
等系列特色招聘会。

此外，烟台人才市场推出
网络招聘月活动(烟台人才热
线网址：www.ytrc.gov.cn)，求职
者和广大用人单位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参会求职、招贤纳才。

企业报名参会流程：携带
最新年检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副本复印件和单位介绍信
(加盖单位公章 )到人才市场
18、19号窗口办理。

人人才才市市场场四四月月将将办办应应届届毕毕业业生生洽洽谈谈会会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楠楠) 牟平区校办幼
儿园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2名幼儿教师，报名时间：
2015年3月26_27日。要求年龄原则上不超过35周岁
(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高中或中专(职专)以上
学历。报名时间：3月26_27日。报名地址：烟台市牟平区
教育体育局政工科(牟平区政务服务中心大楼14层
1402室)。咨询电话：0535-8942577。

牟平区招聘22名幼儿教师

23日，烟台大学门禁仍未开始收费，实行免费出入，但是西门电子屏上，已经开始显示外来车辆
停车的时间和对应收款价格。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时间 内容 形式 地点

3月 烟台市应届高校毕业生系列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4月 烟台市重点项目急需紧缺人才网络招聘月 网络/现场 烟台人才热线/烟台人才市场

4月18日（周六） 第十届驻烟高校应届毕业生洽谈会 现场 烟台大学

5月8日（周五） 烟台市高精尖制造业人才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5月18日（周一） 烟台市临港、涉海产业人才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6月 烟台海洋人才网络招聘服务月 网络/现场 烟台人才热线/烟台人才市场

7月20日（周一） 烟台市新型高端服务业人才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8月21日（周五） 烟台市金融、物流人才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9月14日（周一） 烟台市高新技术产业高层次人才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10月14日（周三） 烟台市各类特色园区高层次人才招聘会 现场 烟台人才市场

11-12月 烟台市2016年全国重点高校优秀毕业生网上招聘大会 网络/现场 烟台人才热线/烟台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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