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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大师工作室”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走进环境优美、设施一流的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只见新
建成的教学楼错落有致，学校里
绿树环绕，宽敞的操场上时不时
传来喝彩声……

餐饮管理、智慧旅游、文化创
意、空港服务、电子商务、智能制
造与智能控制……这些专业集
群，让学院实现了办学水平、服务
能力、社会效益的显著提升。

走进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
院，各种大师工作室让人印象深
刻。在文化创意系的展厅里，各行
各业的名人漫画摆满了桌子，“画
得太好了”“可以收藏了”……众
人不时发出赞叹声。

此时，烟台市漫画家协会、专
业带头人臧强正指导学生们创
作。“臧强老师的漫画作品多次在
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等媒
体刊发，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烟
台市导游大师工作室负责人张超

介绍。
文化创意系不仅有极受欢迎

的臧强老师，还成立了王辛敬大
师工作室、张广庆大师工作室。学
院在这些响当当的大师带领下，
让书画艺术和非遗文化得到更好
的传承。

在大师们的带领下，学生们
辛勤付出有了收获。在电气与动
力工程系实训中心的一个桌子
上，摆满了各类专利证明，奖杯、
证书。学生们多次在国家以及省
市比赛中获奖，一个个新手在这
里逐渐成长为能工巧匠。

“校企合作”锤炼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

“十四五”时期是烟台由制
造业大市向制造业强市跨越的
关键时期。作为服务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职业院校，如何让学
生跟上行业前沿，不在走出校门
时便“落伍”？烟台文化旅游职业
学院与多家企业开展了校企合
作，通过建立实训基地、开展“现

代学徒制”等方式，把企业“请进
来”，把学生“送出去”，让学生的
知识技能永葆新鲜。

学院打造“现代学徒制”新
型培养模式，共建“百纳餐饮产
业学院”“时光坐标影视学院”和

“智能增材制造产业学院”。依托
餐饮管理专业群，校企共建“生
产性团餐教学实训基地”和“特
色美食教学实训基地”，成立“山
东鲁菜文化与产业研究院”，打
造“中国鲁菜文化与产业标准化
推广应用标准创新平台”，为餐
饮行业制定鲁菜标准60余项、研
发菜品40余种。

在空乘专业实训室，一个模
拟机舱展现在记者前面，“这里所
有的设备和机场都是一样的，目
的就是让学生实景学习演练。到
了工作单位，可以快速上岗。”张
超说。穿着制服的2020级空中乘
务专业学生王辰的一举一动都是
空姐的范儿，坐进“机舱”的那一
刻，仿佛真的置身于机场。

另外，学院在2018年4月与江
苏永年激光签署了校企合作协
议，校企双方共同投资1000万元
建成激光熔覆实验实训室，2020
年颜永年教授工作站进驻学院。
在大师以及设备的加持下，学院
研发的“基于SLM金属增材制造
技术设计制造火箭发动机喷筒”
项目，荣获2020年烟台市第二届

“市长杯”工业设计大赛决赛铜
奖。

“德技双修”造就一颗

“工匠心”

看着眼前一张张朝气蓬勃的
脸庞，很难想象一年前他们还是
什么都不懂的“小白”，经过一年
学习，每个人都有了一技之长。特
色职业教育不仅实现了学生的个
人发展，也彰显了个人的社会价
值。这也正呼应了2021年职业教
育活动周的主题：“技能：让生活
更美好”。

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精神
家园，也是学生们汲取营养的
地方。“想借书的学生只需刷一
下脸，借书的相关信息就可显
示在屏幕上。”烟台市导游大师
工作室负责人张超说道。图书
馆外，吉他社的成员们高唱“我
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
海……”在这个占地520亩的学
院里，处处生机勃发，8000多名
刻苦攻读的学子，在这里定格
成一幅向上向美、和谐美妙的
画卷。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完善，
为实现大学生更加充分更高质
量就业，提供了重要支撑。下一
步，学院将紧紧围绕烟台建设

“仙境海岸”“文旅名城”和“康养
胜地”的战略目标，紧密服务文
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不
断提高办学综合实力和核心竞
争力，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为理念
超前、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的职
业高等学校。

这所学院主打文旅牌，全国仅两所
齐鲁壹点记者走进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探索学院特色办学路

这名司机真胆大，无证上路还酒驾
因涉嫌两项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以及拘留处罚

本报烟台5月31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刘顺利) 这名
驾驶员真是胆大，自认为驾驶技术
不错，晚上无证上了高速，而且还
是酒后驾车。近日，烟台高速交警
支队福山大队民警在执勤时就查
获一起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当日21时30分许，福山大队
民警在沈海高速福山收费站执行
勤务，在对一辆白色小轿车进行
例行检查时，闻到一股浓烈的酒
味，随即用酒精测试棒对驾驶员

进行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王某
喝酒。随后王某被民警带回大队
进行进一步处理。

经检测，驾驶员王某体内酒
精含量为77mg/100m l，属于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当民警要求其
出示驾驶证时，王某称未携带驾
驶证，也不知身份证放在什么地
方。民警通过核查，发现王某并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
驾驶。

经询问，驾驶人王某当日从福
山中桥出发返回烟台芝罘区，中午

在老丈人家里喝了一杯白酒，四瓶
啤酒，休息了一下午。王某自认为
驾驶技术不错，不会被交警查到，
于是便开车上了高速，没想到被查
个正着。

民警对驾驶员王某进行了批
评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
员王某因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将面临罚款2000元、拘留十
五日以下的处罚；因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1000
元的处罚。

儿子欠钱老爹“买单”
芝罘法院开展周末突击执行行动

本报烟台5月31日讯(记
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宋晓
华 林少虎) 记者从芝罘
区人民法院获悉，5月29日凌
晨，芝罘区人民法院开展了
突击执行行动，执行干警奔
赴芝罘区、莱山区等查找被
执行人下落，促进多起案件
顺利执结和达成调解。

在申请执行人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孙某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孙某
欠款20700元。立案后，孙某
一直未主动履行义务。

29日凌晨6时许，执行法
官毕昌范一行敲开了孙某的
家门。孙某的父亲对执行法
官的到来并不吃惊，并表示

儿子前几天跟他提起过欠钱
的事，但儿子确实没钱。孙某
的父亲当面与儿子进行电话
沟通，最终孙某让其父代为
履行给付义务，其父拿出现
金，当场交付给申请执行人，
本案顺利执结完毕。

葛某系一起民间借贷纠
纷的被执行人，经法院判决，
葛某应偿还申请执行人借款
2万余元。

经沟通，葛某承诺6月底
全部还清欠款，请求和申请
执行人进行协商解决。考虑
到被执行人葛某态度较好，
执行法官与申请人进行了沟
通，申请人同意延缓履行期
限，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樱瑾

烹饪与营养系做出的面点色味俱佳，空中乘务专业模拟机舱
让人过目不忘，价值300多万元的金属3D打印机甚至可以制作出火
箭发动机喷筒……在烟台，有这样一所职业学院，它是全国仅有的
两所以“文化旅游”产业命名的职业高等学校之一，也是全国“十三
五”时期唯一一所在技师学院基础上建立的文化旅游类职业高等
学校。它就是———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走进这所特色鲜明的学院，零距离探访它“融合发展、特色
发展、创新发展”的办学之路。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意祥·一品洋

房小区住宅1~8、商业1-3号楼各
业主：

受烟台意祥房地产有限公
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
区宁海大街776号意祥·一品洋房
小区住宅1~8、商业1-3号楼的面
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
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
完成，现决定于2021年5月31日至
2021年6月9日在烟台市牟平区北
关大街智慧领域售楼处进行测
绘成果公示。我公司恳望各位业
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于公示
期内认真核对各房产的现状、位
置、边长数据是否相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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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

限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1年5月31日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遗失声明

莱阳市乐驰商贸有限
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
营运证号：370682910052
号，车辆号牌鲁FBD96 7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豪宇物流有限公
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
运证号：370682316156号，
车辆号牌鲁YC5533(黄)；
营运证号：370682316153
号，车辆号牌鲁YD505挂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康佳大药房
( 注 册 号 ：
370682329018589)公章、
财务章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

公告
经 公 安 机 关 证 明 ，于

2019年3月13日，在龙口市诸
由观镇淳于村于殿步家门外
捡拾壹名男婴。请丢失或遗
弃该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和证明，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

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领，将被依法
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明，于

2017年10月1日，在黄县大
院与玲珑金矿的交界处下
坡的路边捡拾壹名男婴。请
丢失或遗弃该婴的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和
证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
领，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投资贷款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高新区投放350个垃圾桶
50个分类垃圾桶放置校门口

本报烟台5月31日讯(记
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郭
健) 记者从烟台市高新区
综合管理部获悉，为进一步
完善高新区环卫基础设施，
巩固创城成果，烟台高新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新购置了
350个垃圾桶，满足市民垃圾
投放需求，崭新的垃圾桶方
便了市民生活的同时，更成
为了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此次投放垃圾桶，高新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前对全
区各路段、社区、建筑工地等

垃圾桶现有量和分布状况进
行了调査和摸排，并根据人
流量将这批新购置的垃圾桶
进行了合理配置。新购置的
垃圾桶中，50个分类垃圾桶
主要投放在学校门口，广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300个其他
垃圾桶主要投放在社区门头
房，建筑工地等场所。

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呼吁广大市民，爱护公共设
施，不要随手乱扔垃圾，珍惜
环卫工人劳动成果，共同维
护市区的干净整洁，营造“洁
净、亮丽、有序”的市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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