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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邢国成因你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根据《劳动法》及

本公司规章制度，现

通过公告向你送达，

自本公告之日起 1 0

日内未来公司办理

解除合同手续，视为

自动解除劳动合同。

烟台万华合成

革集团华悦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3日

“遇见葫芦上的蓬莱”2019中国蓬莱葫芦文创大赛启幕

葫葫芦芦文文创创产产品品设设计计大大赛赛等等你你来来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闫

丽君 张菁) 葫芦谐音福禄，
因其寓意祈福平安、多福长寿、
镇宅辟邪，自古以来就是人们
心目中的吉祥物，成为中华文
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瓜
果，源远流长的葫芦文化也成
为中华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蓬莱是闻名中外的“人
间仙境”“八仙过海的地方”，在
葫芦文化传播中居重要地位。

为进一步传承中国葫芦文
化，打造惠及全国的葫芦文创
产业，为全国葫芦文创产品提
供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蓬莱
市文旅局将在蓬莱八仙文化节
期间举办“遇见葫芦上的蓬
莱”——— 2019中国蓬莱葫芦文
创产品大赛。本活动由蓬莱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承办，以葫芦文创的
独特形式全方位展现仙境蓬莱

的八仙、海丝、戚继光、葡萄酒
等文化内涵，推动葫芦文创产
业的创新发展，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分为
两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2019
蓬莱葫芦文创产品设计大赛作
品展览评选。葫芦爱好者可通
过网络、电话等方式报名参赛，
参赛选手以葫芦为载体、以蓬
莱元素为创作题材自由发挥。
主办方将作品集中拍摄并在齐
鲁晚报新媒体平台和蓬莱文旅
微信公众号同时进行展示投
票，得票数前30名的作品将在
蓬莱进行展览，冲击最终奖项。

第二个板块是2019蓬莱葫
芦文创产品设计大赛现场创作
暨颁奖典礼，网络评选入围的
作者将受邀到活动现场，国内
知名专家现场点评入围作品，
最终评审并颁奖。同时，主办方

还将邀约葫芦文化爱好者、参
赛作者参加现场即兴创作环
节，参与人员根据组委会设定
的题目进行限时现场即兴创
作，而后专家团进行评审并颁
奖。现场即兴创作的作品，都将
无偿赠给蓬莱文旅局，留在蓬
莱供更多游客欣赏。

活动当天，葫芦爱好者不仅
可以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者
交流分享，还可以面对面与知名
专家共同参观颇具蓬莱文化的
著名景点，深入探讨葫芦文化。

葫芦文创，我们是认真的。
如果你也是一名葫芦文化爱好
者，那就抓紧加入我们吧。即日
起至9月10日，各地参赛者均可
报名，并准备参赛作品。报名方
式如下：1 .拨打13105294905电话
报名；2 .下载并注册齐鲁壹点
APP，点击情报站发布情报，并
@记者闫丽君进行报名，报名

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电话通
知并告知作品邮寄地址。9月中
旬，我们将会择优把参赛作品
投放在网络上接受大众评审的
评选；9月下旬，葫芦文创产品
设计大赛现场即兴创作暨颁奖
典礼将在蓬莱如期举行。

对于本活动中颇具特色的
作品以及在葫芦文化界颇具影
响力的人物，我们将利用媒体
优势资源开设专题集中采访报
道，活动还设置了金奖、银奖、
铜奖以及网络人气奖等诸多奖
项，金奖、银奖、铜奖奖金分别
高达3000元、2000元、1000元，令
人心动。金奖、银奖、铜奖获得
者不仅能拿到丰厚的奖金，更
可获得10000元、5000元、3000元
齐鲁晚报旗下官方媒体的宣传
回报。与此同时，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将邀约社会各界知名人
士齐聚蓬莱，根据所见的蓬莱

元素自选题材进行艺术创作，
其优秀作品将在齐鲁壹点APP
专题栏目中进行宣传展示；此
外，现场还会有其他诸多活动
环节等你来参与，蓬莱“葫芦
娃”们为四方来客精心准备了
欢迎节目，保证让你不虚此行。

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请扫码
查看参赛作品要求。

也可拨打电话13105294905
（张女士）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参
与到活动的其他环节，可拨打
18660533332（闫女士）详细了解。

““新新公公交交””上上线线
作为2019年烟台市“三重”工作中

100件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的推广新能
源空调公交车事项又有新进展，首批
购入的40台新能源纯电动空调公交车
于8月21日正式上线运行。

据烟台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8
月21日起，新上线的40台新能源纯电动
空调公交车中，61路公交32台运营车辆
全部更新为新能源纯电动空调公交车。
同时，3路(刘家线)同步更新8台新能源空
调车。今年国庆节前后还会陆续更新60
台新能源纯电动空调公交车。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郝亮亮 李洪伟 摄影报道

烟烟台台秋秋季季车车展展将将于于99月月1199日日开开幕幕

烟烟台台市市扎扎实实推推进进贫贫困困地地区区学学前前教教育育普普及及工工作作
今年来，烟台市教育局牢

牢扛起攻坚责任，扎实推进贫
困地区学前教育普及工作，保
障贫困家庭孩子顺利接受学
前教育。

开展贫困村学前教育基
础调研工作，对贫困村人口、
适龄幼儿和幼儿园设置等情
况逐一进行调研分析；充分发
挥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师资优
势，采取轮岗、支教、培训等办
法，扶持贫困村村办园、保教
点的发展；对市定“332”扶贫
工作重点村人口数量、0-3岁
幼儿数量、3-6岁适龄幼儿入

园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确
保每一名扶贫工作重点村适
龄幼儿都能相对就近入园、确
保贫困村适龄幼儿享受同等
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充分发
挥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的资
源优势，积极推行“镇村一体
化”管理模式，农村幼儿园由
乡镇(街道)中心幼儿园统一管
理；实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
持计划；推进学前教育扶贫协
作，开展对口结对帮扶，加大
幼儿教师培训力度，提升贫困
地区幼儿园保教质量。

(通讯员 李世波)

八八类类活活动动应应使使用用国国家家法法定定计计量量单单位位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云利)
“斤、磅、盎司、CC、尺、寸、匹”
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
的计量单位，却不属于国家法
定计量单位。近日，记者从烟台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国际单位
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
他计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
位，根据《山东省计量条例》第
七条规定，从事八类活动应当
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烟烟台台开开发发区区三三套套““组组合合拳拳””提提升升脱脱贫贫攻攻坚坚成成效效
今年来，烟台开发区按照

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把脱贫
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充分
发挥地区优势，全面强化攻坚
举措，创新打造特色亮点，向脱
贫行动打出组合重拳。

部门联村与单对包户相结
合，强化帮扶力量，形成脱贫合
力。整合发动全区力量，建立部
门包村、干部包户、镇村协助的
帮包体系。立足部门职能优势，
分别制定专项实施方案，编制
工作配档表，明确部门扶贫工
作职责。通过长效考核、定期督
导、实时检查，确保部门与镇

村、部门干部与村干部组合发
力，将各项工作举措落到实处。
年内，补录“雨露计划”补助学
生2名，其中高职1名、中职1名。

短期解难与长效解忧相结
合，深化帮扶成效，提升脱贫质
量。严格落实“三清三明六个
一”工作要求，抓实“三洁三亮”
工作落到户内，细致梳理排查
贫困户的生产生活实际困难，
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及研究帮扶
举措，切实做到既帮助解决眼
前难题，又帮助缓解长期忧虑。
今年以来，累计筹措资金18 . 6
万余元，在春节、端午期间走访

慰问贫困户，赠送节日慰问品
和生活必需品；聘请专业鉴定
机构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房
屋进行鉴定评级，建立住户-村
委(建筑工匠)-镇(街)三级监管
平台，推行危房动态监管机制，
在汛期、雨季增加巡查频率，做
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避险、早
解危；安排专项资金为贫困人
口购买扶贫特惠保险328份，住
院结算报销实行“一站式”结
算，让老百姓少花钱看好病。

纵向推动与横向宣传相结
合，浓厚帮扶氛围，延展脱贫平
台。编制扶贫政策明白纸，安排

村“两委”干部入户开展面对面
宣讲，强化贫困户对扶贫政策
的知晓率和理解度，确保顶层
理念垂直到底，深入民心。拓宽
宣传渠道，截至目前，在中央、
省、市各级媒体刊发稿件270余
篇；营造浓厚氛围，面向贫困
户、帮扶责任人、扶贫干部家
属、贫困村书记和驻村干部、社
会各界人士，分别起草印制“五
封家信”，多角度、全媒体宣传
工作成效、讴歌扶贫攻坚精神、
号召全社会参与，不断推动搭
建大扶贫格局。

(通讯员 李世波)

精准施策 砥砺前行

8月19日下午，烟台市特
检院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
本次会议，阐明了特检院今后
工作的努力方向，全体员工将
立足现有岗位，进一步为特种
设备安全发挥好技术支撑作
用，为特检事业健康发展砥砺
奋进。

(通讯员 金鹏)

服务老年福利中心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机电
一中心组织3名检验人员对烟
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11台
电梯进行了定期检验。通过此
次定期检验，检验员主动向养
老服务中心人员宣传电梯安
全使用知识，提高了养老服务
中心人员的自我安全防范意
识和应对问题的能力。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第15届烟台国际汽车工
业展览会将于2019年9月19日-
9月23日在国际博览中心隆重
举行。目前，距离车展还有一
个月的时间，各品牌经销商和
厂家早已紧锣密鼓地做着各
种准备，只为秋季国际车展给
消费者最大的优惠和让利。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烟台
车展早已深入烟台老百姓的
心，烟台车展在烟台车市的影
响力也是有目共睹。烟台车展
一直把“让利、惠民”作为车展
的中心，深受烟台市区及周边
地区市民的认可。

烟台秋季国际车展作为烟
台一年一度最大的车市盛宴，
依旧在老地方——— 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届时将启用内外
展馆，总面积高达6 . 2万平方
米，吸引百余汽车品牌前来参

展。随着国五标准车辆在山东
正式成为历史，国六新车将在
本届秋季车展集中亮相，新车、
豪车也会悉数亮相秋季国际车
展，当然新能源汽车也不会少，
捷达等近期上市的新品牌以及
其他近期的新车型也将悉数亮
相。绚丽豪车、美女车模，本届
秋季车展应有尽有。

烟台秋季车展作为烟台
车界的名片，现场不但可以看
车、买车，还可以欣赏到很多
精彩活动。少儿才艺表演、电
子竞技大赛、亲子活动等都将
在车展现场呈献观展市民。现
场还有百分之百来自我国宝
岛台湾的“首届台湾食品展”
将设在A馆供大家品鉴，此外
还推出“想要那就砍”的砍价
活动。活动丰富，精彩纷呈，想
优惠购买车展门票或参加砍

价活动，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了解详细情况。

砍价活动二维码

优惠购票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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