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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安益 通讯
员 王柯然 李佳真 摄影报道）低头玩手机
已是时下的公交一景，如何在公交车这一方
小天地引导日常的全民阅读？1月15日起，
烟台图书馆与烟台公交集团合作，在1路车
厢内放置杂志架,为市民乘客提供热门期
刊，供读者乘车时阅读，让烟台公交1路
NO.1幸福快车成为流动“图书馆”。

当前,人们的读书意识不断增强,对读
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尽管网络提供了多种
电子阅读平台,但传统的纸制书籍仍然是相
当一部分人难以割舍的阅读方式。但紧张
忙碌的工作生活，让很多人无暇阅读。开设
在公交车上的“书香驿站”正好填补了这一
空缺:它为工作繁忙只有零散时间读书的人
们填补了阅读时间的空缺;为距离图书馆较
远不想奔波在路途上的人们填补了阅读地
点的空缺;为忧心买书花费较多的人们填补
了阅读费用的空缺,这也是推进烟台文旅完
美融合的新典范。

一位经常乘坐1路的张先生说，以前总
是在车上玩手机，其实玩电子产品对眼睛不
好，可因为无聊只能玩手机。没想到现在在
公交车上也可以读书看报了，不仅可以打发
时间，而且可以增长知识，真好。

谈起把公交变成“移动图书馆”的初衷，
烟台公交集团福山区公司经理李晓林讲到，
我们发现大多数人乘坐公交车时都是一直
低头玩手机，对视力和颈椎都不太好，如果
大家都能在车上看看书，不仅能缓解视力疲
劳，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丰富自己的文化
知识，一举两得。这次烟台公交集团与烟台
市图书馆合作开展“一路书香 流动驿站”活
动，是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烟台的一项
创新举措，一次公益行动，也是国家级工人
先锋号、1路“NO.1”幸福快车品牌服务项目
的转型升级。

一本好书温暖一座城，移动图书馆车
厢，不仅丰富了港城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也
为市民乘客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让这座
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之城书香四溢。

车厢放杂志 一路伴书香
1路公交NO.1幸福快车成流动“图书馆”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唐寿锐 通讯员 薛媛）1月
11日，山东航空烟台分公司接
到一个特殊的保障任务：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附属医院仁济
医院所匹配的一个O型左肾
活体器官将由乘机人携带搭
乘山航SC4863航班从烟台运
到上海。经过周密安排和高
效执行力，山东航空烟台分公
司顺利完成保障任务。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是山
东航空烟台分公司近三天来
接到的第二例人体器官运输
任务了。获悉信息后，山东航
空烟台分公司快速建立生命
绿色通道。旅客到达值机柜

台第一时间，值班主任迅速为
旅客办理了值机手续，将该旅
客安排到最前排的高端经济
舱位置以便飞机落地后能更
快地下机，并亲自陪同旅客快
速通过安检，与机组做好交接
……全程仅仅用了 9 分钟！
最终航班比预计时间提前20
分钟到达上海。

器官运输是一场生命与
时间的赛跑。山东航空烟台
分公司各保障部门争分夺秒，
顺利完成人体器官快速运输
保障任务，为生命接力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诠释了真情服务的理念以
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曲彩云 通讯员 郝俊杰）
来自克什米尔（尼泊尔）的商
人将入驻鼠年毓璜顶庙会，带
来有着浓浓爱意的羊绒披肩
等，这也是外商首次入驻庙
会，这是记者15日从毓璜顶
庙会筹备处了解到的信息。

2020年毓璜顶庙会时间
已经敲定为2020年1月29日
至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五至
初十，为期六天时间。具体活
动时间为：7:00--17:00（演
出活动集中时间为：9:30-11:
30,13:30- 15:30，18:00 闭
园）。从环保及安全角度考虑，
庙会期间（含正月初八即2月1
日晚上），夜间（从当日18：00
至次日7：00）实行闭园管理。

鼠年毓璜顶庙会为体现
文化多元化、多样性，将特别
邀请国外参展商克什米尔（尼
泊尔）进驻庙会，来自克什米
尔（尼泊尔）参展商将带来具
有异域特色羊绒披肩、小饰品

等。在克什米尔（尼泊尔）的
语言中SOZANI意为刺绣，归
属波斯文化。克什米尔地区
（尼泊尔）的刺绣有两大特色：
一是大都由男性完成，二是刺
绣底坯皆为羊绒。这两大特
色形成了克什米尔独一无二
的刺绣工艺。一条刺绣少则
数月，多则数年，大部分家庭
的男人正是靠刺绣一条围巾
来供养家庭，成品也就自然是
无比的细致，一方绒巾里浸满
了或丈夫或父亲的爱意。

鼠年庙会这带有浓浓爱
意的羊绒披肩将在庙会上亮
相，相信会受到市民喜爱。“毓
璜顶这里本就是烟台开埠文
化发源地，这一次引进外来资
源，更好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
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响应国家

‘一带一路’号召，既传承民俗
又引进外来，为多年庙会的首
创之举。”市城管局园林建设
养护中心毓璜顶公园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钟嘉琳 摄影报道）在新春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烟台图
书馆尼山书院围绕馆藏古籍
特色资源，举办丰富多彩的

“书香伴我度寒假”之“走近
中华古籍”系列古籍培训体
验活动，丰富广大中小学生
的寒假文化生活。活动中，
烟台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向同
学们简单介绍了中华古籍历
史、雕版印刷发展情况及雕
版刷印技巧等，同学们亲自
动手体验雕版、活字印刷及
汉砖、瓦当传拓、碑帖拓印等
艺术，增加了对传统技艺的
了解认知。

山航烟台分公司三天
完成两例人体器官运输

车厢内放置杂志架,为乘客提供
热门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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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首次入驻
毓璜顶庙会
开埠文化与一带一路结合

本报讯（YMG 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吴佳霖）昨日，智联招聘发布2019年冬
季烟台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
交通运输成为烟台冬季竞争最激烈行
业，在薪酬方面，网络游戏的平均月薪
最高。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烟台地区竞
争指数 14.6，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房
地产/建筑/建材/工程行业的竞争指
数最高，其次是印刷/包装/造纸行业，
物业管理/商业中心行业排在第三，石
油/石化/化工行业和快速消费品（食
品/饮料/烟酒/日化）行业的竞争指数
位列第四和第五。烟台地区 2019 年
冬季竞争最激烈的职业是交通运输服
务、财务/审计/税务和行政/后勤/文
秘。此外，人力资源和物业管理的竞

争也较为激烈。
烟台地区 2019 年冬季平均月薪

4001元/月至6000元/月的职位占职位总
量的35.1%，8000元以上/月的占24.9%，
占比较上一季度有所上升。具体来看，网
络游戏的平均月薪最高，为12202元/月；
其次为信托/担保/拍卖/典当行业，薪酬
水平为11155元/月；再次是保险行业，平
均月薪为8979元。

专家表示，在较为严峻的求职环境
中，求职者更应该审时度势，认清就业市
场中的高点、洼地及机会所在，并专注技
能提升和自身竞争力的增强，以保持核心
竞争力的“不变”应对就业市场的“万
变”。对企业来说，能敏锐地洞察市场变
化，正确实施战略部署，明朗发展前景，才
能更好地吸引并留住高素质人才。

2019年冬季烟台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发布

交通运输成为冬季
竞争最激烈行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郭超 通
讯员 陈晗）1月9日，烟台六十一区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申报的4000公斤花咲蟹运
抵烟台口岸，从申报到提货放行仅用了6
秒钟，实现了货物的即到港即提离。这批
来自日本北海道的花咲蟹顺利“住”进烟
台保税港区鲜活水产品暂养池，很快将

“跃”上烟台百姓的餐桌，成为春节期间居
民年夜饭的一道大餐。

春节临近，市场对进境鲜活水产品
需求大增。为适应进口鲜活产品监管
需求，烟台海关提前介入，指导企业申
请办理检疫审批许可证，提前审核卫
生证、产地证等相关材料，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货物到港后给予企业最大化
的通关便利，指导企业采取“两步申
报”模式，减少进口货物因等待申报所

需单证而产生的滞港时间，为鲜活水
产品争取宝贵时间；同时，利用海关特
殊区域保税仓储、保税分拨功能优势，
采取“分批出区、集中申报”的业务模
式，对货物实行担保放行，实现了进境
鲜活食用水产品“零等待”。

“两步申报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我
们的成本降了。而且利用保税港区保
税仓储、分拨的便利政策，我们在区内
设置水产品暂养池，根据市场需求分批
次办理出区手续，企业生产经营灵活性
更高了。”烟台六十一区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总经理白鸣钟介绍说，“有了海关
高质高效的通关服务，我们公司计划继
续扩大鲜活水产品进口业务，相信不久
的将来，烟台市民可以吃到更多新鲜、
优质的国外鲜活水产品。”

6秒极速通关——

日本花咲蟹“跃”上
春节百姓餐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海玲 通讯员 纪承帅
摄影报道）记者从山东航空
烟台分公司获悉，2020年春
运期间，山东航空新开、加密
及调整 1268 个航班（含往
返），主要安排在山东至东
北、西南、华东等区域，涵盖

温州、重庆、哈尔滨、佳木斯
等多个城市。山航烟台分公
司主要增加了烟台至牡丹江
航线。

山东航空烟台分公司提
醒广大旅客，出行前请及时查
询天气情况，及早安排调整行
程，以免延误出行。

山航新开、加密
1268个航班
烟台增加了至牡丹江航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杨春娜 通讯员 王为超
金靖媛 摄影报道）“大红灯笼
高高挂、喜气洋洋迎新年”。
昨起，市城管局市政养护中心
开始在芝罘区南大街和迎宾
路上悬挂大红灯笼，浓浓的年
味扑鼻而来。

昨天上午，记者在南大街
文化中心广场附近看到，已经

悬挂好灯笼的路灯杆上，一串
串大红灯笼如同红彤彤的火
球在空中闪耀，引来不少市民
驻足观看，“这灯笼一挂，年味
儿就出来了”一位市民说。

路灯所现场施工的李威
师傅站在高空作业车的吊篮
内，与同事们一起把组装好的
一组大红灯笼安装固定在路
灯杆上。每串灯笼直径 1.2
米，高 4.5 米，重 60 多斤，组
装、吊起、安装、固定，前后30
分钟，大红灯笼就挂到了16
米高的凌云灯灯杆上。

市政中心路灯所副所长
陈安介绍，为赶在小年前将
1580只大红灯笼全部安装完
成，让港城的“年味”更浓，路
灯所派出9个作业班组、45名
施工人员和9辆高空作业车
同时作业。为将施工对交通
的影响降到最低，作业选择避
开早晚交通高峰时段，每天8：
30至16：30施工作业，为快速
推进安装进度，全体施工作业
人员中午不休。

市政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及过往车辆，行经作业路段请
减速让行、注意安全。

千只灯笼街上挂
流光溢彩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