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莱山区港城东大街1286号11、

12、13、14、17、18号楼各业主：受烟
台保利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我
公司对莱山区港城东大街1286号
11、12、13、14、17、18号楼的相关面
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
内业计算、分层分户图测绘已完
成，决定于2015年4月28日至5月12
日在港城东大街1286号保利香榭
里公馆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认真核对所购房屋的现状、
位置、边长数据及共有共用面积
分摊方法是否准确，核对无误后
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
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司将默认
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数据。对
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
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
司，我公司将及时派人现场复
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鹿工、李工、孔工
联系电话：0535-6906595
0535-6906592 0535-6906593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司
莱山区分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一一周周内内5533人人高高空空坠坠落落受受伤伤
由于气温升高市民外出活动增多，全市急症伤病员较平时上升10%

本报4月27日讯 (通讯员
吴明顺 记者 孔雨童) 27

日，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发
布通报，一周内三人溺水两人身
亡，53人高空坠落受伤。随着近
日气温的不断升高，市民户外活
动增加，烟台意外伤明显增加，
交通事故、高处坠落、溺水等各
种意外事故开始显著增多。

24日13时50分许，龙口海
岱一名80多岁的王姓老人不慎
从二楼摔下，当场昏迷，全身多
处损伤，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
疗。

4月22日早上6时55分，福
山门楼镇一名65岁老人溺水，
但由于溺水时间过长，120急救
人员全力抢救，仍未能挽救其

生命；4月23日17时46分，海阳
凤城街道办一名67岁的老人不
幸溺水身亡。

120急救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溺水事件虽然都不是
因为洗澡引发的溺水，但随着
气温升高，炎热的天气会让人
们到河边、水库边、海边纳凉，
可能引发险情。

而据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统计数据显示，近一周，全市
120共接呼救求救1 . 3万余个，
救治各类急症伤病员1993人，
均较平时上升10%。从急症病
种分析看，各类创伤病人达916

人，占全部急症的46%，其中高
处坠落伤一周急救53人，较平
时显著增加。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张琪)

尼泊尔8 . 1级地震以来，西藏日
喀则境内又连续发生3级以上地震
10余次，给烟台对口支援的聂拉木
县带来严重损失。

获悉灾情后，烟台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于4月25日深夜向聂
拉木县委、县政府发出慰问函，向
受灾群众、遇难者亲属和救援人员
表示慰问；4月26日，烟台市召开专
题会议，确定紧急筹集资金300万
元，用于支援聂拉木县抗震抢险救
灾工作。

烟台向聂拉木县
捐助300万元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自4月27

日起，烟台海关对烟台口岸进出口
货物将全面实施报关单电子放行
模式，取消纸面签章放行模式，企
业通关时间节约至少半小时，辖区
4000余家进出口企业将直接受益。

报关单电子放行是指海关发
出货物放行指令后，电子指令立刻
传到港口的海关监管场站，企业查
询到放行指令，可立即到码头办理
吊箱作业，无需再来往海关与货物
存放场所。

实行电子放行后，企业办理进
出口货物提货、离岸手续时间更灵
活。

海关“电子放行”

企业通关再提速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27日，记者从鲁东大学获悉，
鲁东大学今年将面向社会招聘3名
博士后。

据悉，鲁东大学本次招聘3名
博士后分为三个研究方向，分别为
问题青少年教育、教育管理与政
策；问题青少年教育、课程与教学
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犯罪青少年的
矫正教育、教师教育研究。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配
偶不能随其流动的，每月可享受
200元的生活补贴。博士后研究人
员属在职人员，人事工资关系不转
入我校的，在站期间我校不再发放
工资，每月可享受1000元的生活补
贴。配偶随博士后研究人员流动
的，学校为其安排临时性工作。

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烟台市区
无住房的)在站工作期间，可向学
校申请暂住房一套，签订住房协
议。

鲁大今年招聘

3名博士后

烟烟台台一一高高校校重重启启校校园园““广广播播操操””
融入现代元素的广场舞吸引学生走出宿舍去锻炼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王峰 ) 大课
间广播操时间不光在中学出
现，烟台一所大学最近也重启
校园“广播操”，不过这个广播
操是改良版的广播操，将现代
元素融入广场舞当中，吸引学
生参与，锻炼身体。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27

日，动感十足的音乐与充满活
力的广场舞‘跳进’烟台大学文
经学院的清晨校园，原本每天
清晨单调的“一二三四”跑操口
号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激
情的旋律、整齐的动作，成为校
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记者了解到，每周周一、周
三、周五清晨，大一学生都会遍
布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尽展
炫酷舞姿，传递青春正能量。

据学校团委副书记丁晓丹
介绍，早操是学院一直以来坚
持的一项活动，但是由于多方
面原因，学生的“早操热情”逐
渐降低，早操渐渐成为学生的

一种“负担”。学院推广晨练新
形式，是为了让同学们把早起
变成一种习惯，把“负担”变成
一种快乐，舞曲选择都是大学
生喜爱的流行音乐《兔子舞》

《gentleman》等，舞蹈也是同学

们自己编排的。
“在这样的天气里能和同

学一块跳舞，让我们非常享受，
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这样的场
景将永远成为我们在大学中的
美好记忆。”机电系大一学生李

梦冉说道。
丁晓丹告诉记者，学院推

广晨练新形式跳起广场舞是为
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的

“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
场”号召的具体体现。

下下月月起起芝芝罘罘城城管管将将
规规范范管管理理露露天天餐餐饮饮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近
日，芝罘区城管委出台《关于规
范管理夏季占道露天餐饮的通
知》，正式拉开了今年夏季占道
露天餐饮规范管理的序幕。5月
1日起，芝罘区城管委将组织各
相关单位，集中开展夜间占道
露天餐饮规范管理行动。

5月1日起，芝罘区城管委
将组织各相关单位，集中开展
夜间占道露天餐饮规范管理行
动。

今年芝罘区城管部门将继
续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严厉
查处油烟无组织排放的露天餐

饮摊点，严厉查处未经审批擅
自占用城市道路从事露天餐饮
的行为。

同时，芝罘区城管委明确
规定各街道(园区)作为辖区夏
季夜间占道露天餐饮规范管理
第一责任人，承担属地管理责
任，不断加大对辖区露天餐饮
的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制
止。

针对违规露天餐饮行为反
复性强、回潮快的特点，今年对
经教育劝导仍拒不整改的，相
关单位将对其经营工具一次性
全部予以证据保全，并依照相
关规定处以罚款。

烟烟台台113399辆辆黄黄标标车车
成成功功““黄黄改改绿绿””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记者从烟台市机动车排
气监控中心了解到，烟台市
黄标车“黄改绿”工作自2月
份正式开展以来，全市一共
有 1 3 9辆黄标车成功“黄改
绿”，领取了“黄改绿”标志。

今年 2月 1 2日，在烟台
行政审批中心3楼的黄标车

“黄改绿”办理窗口，市民杨
先生成功申领了标志，成为
烟台“黄改绿”首位尝鲜者。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
市现在一共有139辆黄标车
成功“黄改绿”。改造的黄标

车大都是大客车、大货车、
大吊车等经济价值比较高
的车辆。

目前烟台一共公布了
四 批 共 3 7 家 黄 标 车“ 黄 改
绿”治理改造企业名单，市
民可就近选择，具体信息可
登录烟台市环保局官网查
看。

对于改造完成并经审
核通过的，可通过《山东省
黄标车提前淘汰信息管理
系统》网上填写《山东省柴
油车排放改装补贴资金申
领表》，提交相关材料，领取
补贴资金。

美美神神形形象象代代言言人人发发布布会会成成功功举举行行
4月27日下午，烟台美神形

象代言人发布会在美神医疗美
容医院举行。烟台广播电视台
三位著名主持人刘芸、方证、车
锦正式成为烟台美神形象代言
人。三位主持人分别为60后、70

后和80后，代表了三个年代对
美的共同追求。

发布会上，美神形象三位
代言人表示，每个人对于美都
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遇见美，
发现美，追求美，让自己变美也
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表现。
美神代言人将会承担起传递美
丽、分享快乐的责任，助力港城
美丽事业快速发展。

据了解，美神医疗美容作
为胶东地区医疗美容行业的领

军品牌，创立19年来一直以“专
注卓越，诚信造美”为宗旨，为
求美者提供高端技术、优质产
品、贴心服务，推崇先进的整形
理念和时尚观点，引领整形行
业新风尚，得到了港城爱美人
士的认可和信赖。

美神负责人表示，此次烟
台广播电视台三位主持人携手
美神，是对美神医疗美容医院
的充分肯定，证明了美神的品
牌影响力，增加了美神的竞争
力。美神也将为更多的爱美人
士提供专业、放心、安全的整形
美容服务。三位主持人也将陆
续参与到美神活动中，为烟台
美丽事业带来更大、更深远的
影响。

清晨，烟大文经学院大学生跳起晨练广播操。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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