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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近日，在长岛县北长山岛，
渔船被一眼望不到边的养殖浮
漂包围，场面壮观。据了解,长岛
海参、鲍鱼、海胆等海珍品声名
远播，深水网箱养殖的黑鱼、六
线鱼也因养殖条件“等同于野
生”而身价不菲。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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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高高考考期期间间市市区区实实行行噪噪声声管管制制
从6月3日起开始执行，市民发现噪声污染可打电话举报

本报6月1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中高考日期日益临近，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
的学习休息环境，烟台市环境
保护局、烟台市公安局发布了
在中高考期间规定时间内市
区对各类噪声实行管制的通
告。

6月3日至6月16日21∶00
至次日晨7∶00、中午12∶00至

14∶00，市区内禁止一切产生
噪声的建筑施工活动；工业生
产和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噪
声污染的单位，在此期间必须
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噪声污染。

其次，6月7至8日全天、13
至16日全天，考场周围500米
范围内，禁止从事产生噪声的
建筑施工活动，禁止工业生产
和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噪声

污染，禁止机动车鸣笛。
管制期间，环保、公安等

部门将按职责分工，对考场周
围各类噪声源实行重点监控，
加大对建筑施工活动、工业生
产活动和商业经营活动的监
督检查力度。

凡违反通告要求的，环
保、公安等部门将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严肃查处。

在此次管制期间，环保部
门具体负责：在城市市区噪声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建筑
施工作业产生的噪声污染；工
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噪声污染；
在居民住宅区从事餐饮、文化
娱乐场所室内产生的噪声污
染 。举 报 电 话 ：6 9 2 0 5 7 3 、
12369。

公安部门具体负责：交

通噪声污染；未经批准排放
的偶发性强烈噪声污染；进
行家庭娱乐、身体锻炼以及
饲养动物产生的噪声污染；
从事装饰装修活动产生的噪
声污染；擅自在市区范围内
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以及在
公共场所使用音响器材产生
过大音量造成的噪声污染。
举报电话：110。

福福山山公公安安集集中中返返还还3300余余万万元元赃赃物物
有现金、轿车、摩托车，还有对虾和海参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刘建立 李宇航)
6月1日，烟台市公安局福山

分局召开“严打整治百日行动”
赃物返还大会，对集中行动中
追缴的赃物进行发还，其中包
括轿车、面包车、三轮车、摩托
车、笔记本电脑、手机、现金、对
虾、海参、化肥等物品，价值超
过30万元，百余名群众领回了
被盗或被骗的物品。

今年70岁的吕华才一早就
来到了返还大会的现场，不一
会，他就从民警手里领回了被
骗走的500元现金，500元现金在
一个透明袋中装着，分文未少。

吕华才介绍说，前段时间
他家里来了个自称是儿子朋友
的中年男子，说车坏了要借500
块钱，吕华才见对方能叫上儿
子的名字，并说得头头是道，就
没有怀疑，拿了500块钱给了对
方。事后经过和儿子核实，才发
现上了骗子的当，儿子根本没
有这么个朋友。让吕华才没有
想到的是，没过几天，福山警方
几位民警带着一名犯罪嫌疑人

来到他家指认现场，该男子正
是骗他钱的人。

记者在返还大会现场看
到，返还的物品有轿车、面包
车、多辆三轮车、摩托车、笔记
本电脑、手机、现金、对虾、海
参、化肥等物品，共18类，134件
(辆)，总价值30余万元。辨认区
还停放着几十辆自行车。

今年70多岁的姜大叔还特
意为民警制作了一面写着“防

恶为民、智勇破案”的锦旗，据
了解，他去年花9000多元给儿
子买了一辆摩托车，没想到放
到楼下被人偷走了。幸运的是，
报案不久，派出所民警赶赴青
岛帮他追了回来。

据了解，福山公安开展了
为期100天的“严打整治百日行
动”，破获各类案件515起，打掉
犯罪团伙4个11人、刑事拘留
1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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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预防防接接种种公公众众开开放放日日””活活动动

市市民民对对疫疫苗苗有有了了更更多多了了解解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王曰雷)
为增强公众对预防接种工作
了解和信任，树立公众接种
疫苗的信心，保护儿童健康，
6月1日上午，市疾控中心与
芝罘区疾控中心在龙海家园
预防接种门诊联合开展“预
防接种公众开放日”活动，展
示疫苗的采购、贮存、运输冷
链运转过程、预防接种管理
模式以及预防接种工作流
程，让市民对疫苗安全有更
多了解。

活动现场，市疾控专家
通过幻灯片讲解，形象地展

示烟台市预防接种疫苗的采
购、贮存、运输冷链运转过
程、预防接种管理模式以及
预防接种工作流程。组织参
观龙海家园预防接种门诊接
种现场，冷链系统温湿度监
测情况，观摩儿童接种疫苗
从预约-登记-预检-接种-
留观的全过程。

此外，与家长一起在“责
任，信心，爱——— 守望中国健
康未来”宣传横幅上签名，共
同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同
时借助“六一”国际儿童节这
一节日，现场赠送小朋友爱
心礼物。

四四名名高高二二学学生生被被国国外外高高校校录录取取
均来自烟台二中理科班，新加坡提供全额奖学金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通讯员 郐雅悦 杨荟
璇) 1日，记者从烟台二中获
悉，来自该校高二理科班的鲁
佩仪、姜一、范锐铭、刘钊宏等
四名同学顺利通过SM2项目测
试，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
工大学等新加坡著名高校录取
并获全额奖学金。据悉，此次测
试全省共有21名学生入选，烟
台二中占全省录取总人数的近
1/5。

据介绍，SM2即新加坡全
额奖学金计划(Senior Middle

School Scholarship)，是我国教
育部与新加坡教育部于1997年
建立的交流合作项目，旨在选
拔优秀的高二理科学生赴新加
坡学习。目前，我省仅有山东省
实验中学、山东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烟台二中等8所中学拥有
推荐学生参加选拔的资格。通
过SM2项目选拔的学生当年即
赴新加坡进行大学预科课程学
习，在预科学习结束后，依据其
填报志愿被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或新加坡科技设
计大学录取。

SM2项目招生考试分为笔
试和面试，其中笔试内容包括
英语、数学、物理以及能力测
试；面试是以多对一的形式与
新加坡教育专家、三所录取大
学教授进行交流，时间为30分
钟，主要考察学生的创新思维、
应变能力、英语水平等。

5月25日上午，新加坡全额
奖学金颁发仪式暨说明会在济
南良友富临大酒店举行，烟台
二中4名同学及其家长参加仪
式。今年7月，他们将赴新加坡
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市民领回被盗的钱高兴得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 柳斌 摄

市市慈慈善善总总会会为为两两所所学学校校

建建““中中慈慈爱爱心心图图书书室室””

本报6月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单伟伟) 5
月31日上午，烟台市慈善总
会分别在牟平区龙泉镇中心
小学和栖霞市蛇窝泊中学举
行了“中慈爱心图书室”揭牌
暨图书捐赠仪式。

“中慈爱心图书室”是中
华慈善总会为改善贫困地区
儿童的读书环境，通过建立
图书室免费捐赠书籍的方式
而发起的援助项目，目的是
促进贫困地区学生综合素质
的全面发展。

烟台市慈善总会了解到
有此援助项目后，通过前期

的积极争取、到基层的实地
考察和申报材料的准备，经
中华慈善总会和省慈善总会
批准，确定在教育和图书资
源相对贫乏的牟平区龙泉镇
中心小学和栖霞市蛇窝泊中
学开展此援助项目。

仪式上，烟台市慈善总会
的负责同志分别为两所学校
新建立的“中慈爱心图书室”
揭牌，并向两所学校共捐赠图
书7400册，总价值20余万元。

一批图书，即可为孩子
们筑就一个“爱心图书室”；
一个善念，即可为孩子们敞
开一片不一样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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