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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据市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11日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稳
中有升。监测数据显示，与上个
监测日（1月8日）相比，粮油、水
果价格保持稳定，肉蛋价格基本
稳定，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粮油价格持续稳定。面粉
（特一粉）平均价格 2.50 元（每
500 克，下同），面粉（标准粉）
2.16元，粳米（标一）2.76元，小米
6.50元, 花生油（鲁花桶装5L）
154.79 元，大豆油（桶装 5L）
39.12元，以上价格均持平。

肉蛋价格基本稳定。鲜猪
肉（肋条肉）平均价格30.47元，

上升 1.38%；鲜猪肉（精瘦肉）
29.58 元，鲜牛肉（新鲜去骨）
41.48 元，鲜羊肉（新鲜去骨）
51.63元，价格均持平；鸡蛋4.68
元，上升1.52%。

蔬菜价格升多降少。20种
主要蔬菜平均价格4.56元，上升
2.44%。分品种看“14升6降”，
其中，大白菜价格升幅居前，上
升 31.25% ，茭 瓜 价 格 下 降
12.37%。

水果价格平稳。6种主要水
果（苹果、梨、香蕉、橙子、桔子、
西瓜）平均价格4.18元，价格持
平。分品种看，6种水果价格均
持平。

代表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
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妇联组织
的基本职能。2020年，我市紧盯“两个规
划”目标任务，研发覆盖市、县两级妇女儿
童发展信息平台，在全省首创分部门查询
指标功能和预警体系，出台18项为妇女儿
童办实事项目，从源头上进一步优化了妇
女儿童发展环境。2021年，各级妇联组织
将把联系和服务妇女作为工作生命线，确
保广大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科学制定“十四五”时期我市妇女儿童
发展目标、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根据“十
四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新目标、新要求，
搭建新的规划数据监测预警体系和统计监
测体系；与统计局联合开展妇儿工委成员
单位（部门）数据填报人员专项培训，确保

“十四五”规划数据填报高质量。
打造新时代家庭工作“升级版”，围绕

全会关于“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
要部署，深化“家家幸福安康工程”，设计开
展“巾帼红·家一起”系列载体活动，着力培
育新时代家庭观，科学编制新一轮家庭教
育规划，持续实施“母亲素质提升工程”，探
索建立家庭教育需求监测和服务供给机
制，创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持续深化
最美家庭、廉洁家庭等各类文明家庭创建
活动，引导广大家庭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进一步释放建设好家庭的内生动力；将

“美丽庭院”创建融入“美在我家”主题活
动，深入实施“清洁卫生我先行”“绿色生
活我主导”“家人健康我负责”“文明家风
我传承”四项行动，再次掀起“美丽庭院”

创建新高潮，真正让家庭成为廉洁从政的
防线、精神文明的苗圃、梦想起航的港湾。

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是加
强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平安创建的重要层
面。各级妇联组织将持续深化“幸福护
航”婚姻家庭辅导行动，在队伍专业化建
设上继续用力，重点实施志愿者队伍孵化
工程，把镇（街）、村（社区）妇联主席、执委
作为孵化对象，帮助她们掌握基本辅导技
能，不断壮大基层辅导力量。2021年市
妇联拟继续举办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志愿
者培训班。拓展婚姻家庭辅导覆盖面，指
导各区市将幸福护航站（点）嵌入基层党
群服务中心、妇女之家、妇女儿童家园等
阵地，让广大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
专业有效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市妇联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

激活妇女参与发展“新动能”
新起点，彰显巾帼担当。近日记者从市妇联十六届四次执委会上获悉，去年全市各级妇联组织以“巾帼红”身影铸就了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力量，在大战大考中彰显了妇联组织的独特作用。2021年，全市妇女工作将持续深化“党
建带妇建，出彩巾帼红”主题，常态化开展微课堂、微志愿、微联盟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在全市培树市级
100处美丽田园、100个美丽村庄，1000户美丽人家；深化“幸福护航”婚姻家庭辅导行动，指导各区市将幸福护航站（点）嵌入基层
党群服务中心、妇女之家、妇女儿童家园等阵地，让广大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专业有效的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赵蓓蓓）下周，全市中小学
生将迎来期末考试，为帮助考生
在考前进行查漏补缺，努力冲
刺，1月 10日晚上，“名师讲中
考”公益直播课连续安排了两场
期末复习专题内容，这些内容也
是每年中考必考的重点难点。

10日晚上6点，烟台港城中
学物理教研组组长李晓红老师
为同学们带来了专题课程《电学
实验中的比较学习》。“在中考试
题中，电学所占的比例约为
38%，在期末考试中也是重点。”
李老师告诉记者，电学知识点多
且抽象，很多学生看不懂电路、
不会分析，或者能看懂电路，但
细节上处理不到位，选择的公式
不合适，出现计算不准确等问
题。这次公益课强调电学实验
中的比较学习，是希望同学们在
比较中发现本质、把握联系、求
同存异、深度思考。

记者了解到，李老师为了这
节课准备了两周多时间，精挑细
选了烟台及其他地区的中考题，
特别有针对性。

众所周知，酸碱盐三大类物

质的物理、化学性质是初中化学
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中考的难
点和重点。鉴于此，10日晚上7
点，烟台二中芝罘校区的初四化
学教师彭静为同学们讲解了酸
碱盐专题中的“离子共存”内
容。旨在通过理解酸碱盐的反
应实质，促进学生将宏微观相互
联系的独特观念及思维方式的
生成及延伸。同时，将离子共存
融入实验探究，培养学生实验分
析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据彭老师介绍，中考试题考
查内容包括科学探究、身边的化
学物质、物质的构成奥秘、物质的
化学变化、化学与社会发展。其
中，科学探究和身边的化学物质
主要考查实验分析推理能力。

在直播中，彭老师详细说明
了离子共存的基本含义，并带领
同学们一起在线做了几道离子共
存应用基础题和实验题，并解密
了离子共存中的隐含条件。记者
注意到，彭老师在讲解实验题时，
还为同学们进行了方法总结，即
罗列离子种类，找出能共存的（一
定有），根据现象推理出不能共存
的离子。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摄影报道）连日来，随着气温慢慢回升，
一些居民楼房檐的冰凌又成了安全隐
患。一些热心市民呼吁，大家在经过房
前屋后时，多注意头顶是否有冰凌，以防
这些“利器”坠下伤人。

10日上午，高新区市民陈先生发来
一张照片，一处房屋房顶悬挂着一排冰
凌，正在向下滴水。在阳光照射下，俨然
一排排锐利的“尖刀”。陈先生说，他看
到这处屋檐下悬挂的冰凌，想到市区这
几天气温慢慢回升，覆盖在高楼屋顶的
积雪白天融化，雪水在夜晚就凝结成冰
凌，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本报提醒市民，发现有类似情况，及
时告知房屋产权人或者物业管理部门，
及时铲掉，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行人在
走路时注意头顶，避开冰凌。

品牌如旗帜。2020年，全市各级
妇联组织以推动“巾帼红”妇女工作品
牌内涵式发展为着力点，倾力构建起
妇女思想引领“新高地”。“巾帼红·大
宣讲”活动巡回12个区市“美丽乡村”
示范片区、妇女工作阵地，开展宣讲
275场、覆盖22.8万人次；“党旗飘扬
巾帼红”系列寻找等活动，推出典型
1271个，涌现出全国三八红旗手（集
体）3个、省三八红旗手（集体）43个，

“加入巾帼红，争做巾帼红”成为广大
妇女的身份认同和思想共识。

新的一年，各级妇联将持续深化
“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
活动，市妇联将以“巾帼红·大宣讲”
为载体，组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宣讲团，组织开展各类宣讲活动。
各级妇联组织将不断深化“巾帼红”
系列载体活动，发挥“巾帼红”志愿服
务联盟作用，常态化开展微课堂、微
志愿、微联盟、微服务等文明实践活
动，让广大妇女在润物细无声中增强
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

针对不同妇女群体实际，坚持理
论引领、活动引领、典型引领、网上引
领、服务引领相结合，提高思想政治引
领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市妇联将结合
建党100周年，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巾
帼心向党 百年正辉煌”主题宣传，区
市妇联将组建本地“巾帼红宣讲”队
伍，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凝聚改
革发展稳定正能量。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新形势，各级妇
联组织抓住就业这一重要民生链条，坚持
不懈推进巾帼脱贫、乡村振兴、创新创业

“三大行动”，战疫情保复工稳就业带创
业，全力赋予妇女参与发展“新动能”。

2020年，先后成立“巾帼红”家政联
盟、返乡下乡创业联盟，建立“巾帼红”示
范基地、巾帼庭院经济示范基地2514个，
巾帼致富女能手、农业科技女带头人等

“导师队伍”267支，“合作社+妇联+农户”
“示范基地+妇联+农户”的发展路径广泛
推行，“巾帼好品·网上助农”“助创业孵化
直播”“居家防疫·网上学技”等系列创新
活动层出不穷。

2021年，各级妇联组织将继续引领

广大妇女争做奋斗者、建功新征程，持续
推进“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和“争创文明
岗 建功新时代”活动，引导各行各业妇女
特别是女知识分子、女科技工作者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创新驱
动发展中勇攀高峰。用好“女企业家发展
顾问团”“税收专家顾问志愿服务团”和女
性创业创新孵化基地，不断集聚惠及妇女
的政策、项目、人才等资源要素。持续深
化“春风送岗行动”，为女大学生等重点群
体拓展求职平台，通过举办网上招聘会、
扶持发展电商、农产品网售等，鼓励支持
其在现代高效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新产业
新业态实现就业创业。

持续推进“女企业家创新引领行动”，
发挥女企业家联谊会、协会等团体组织作
用，帮助女企业家找准在国内大循环和国
际国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结
合全市百项“三重”工作要求，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女性双创培训，培树一批女性双
创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扶持女企业家通
过行业领军企业开展资本对接、技术嫁
接、市场衔接等方式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奋力添彩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烟台篇
章”，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紧跟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项目建设步伐，重点开展

“乡村巾帼红”示范创建活动，在全市着力培
树市级100处美丽田园、100个美丽村庄，
1000户美丽人家、1000名美丽新农人。

打造新时代家庭工作“升级版”

持续推进“创业创新巾帼行动”精心打磨“巾帼红”
妇女工作品牌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颜芙萱

我市肉、蛋、蔬菜价格微升
粮油、水果价格平稳

物理化学期末复习专场开讲

政策补贴逐年退坡，购买热度不见降低——

新能源汽车“走俏”中高端市场

冰凌高悬
当心头顶当心头顶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刘正毅）冬季气
温降低，流脑等呼吸道传染病进
入高发季节。烟台市疾控中心专
家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做好流脑
预防工作，及时接种流脑疫苗。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
脑）是由流脑双球菌感染脑膜或
脑脊髓膜引起的呼吸道传染
病。流脑致病菌可分为A、B、C、
D、X、Y、W135等13个菌群，主
要表现为突发高热、剧烈头痛、频
繁呕吐、颈项强直、烦躁等症状。
流脑双球菌也可以进入血液，引
起败血症，皮肤出现紫色的淤点
或淤斑。流脑重症病例可在24
小时内死亡，幸存者中仍有
10%～20%留有严重的后遗症。

疾控专家介绍，流脑是一种
古老的传染病。新中国成立以
来曾发生过3次全国性流脑大流
行，流行菌群一直以A群为主，
发病主要集中在婴幼儿。在流
脑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以来，儿童
普遍接种流脑疫苗，发病得到有
效控制，发病率已降至最低水
平。但是，近年来流脑致病菌群
悄然发生了改变，中国多个省份

出现B群C群流脑流行，W135
群发病也不时见于报端。近年
中小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
女是发病的主要人群。

流脑的发病具有明显季节
性，冬春季为高发季节，一般从每
年的11—12月开始有病例出现，
次年的 1—3月份为高发时期。
流脑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病
人和无症状带菌者是主要传染
源。该病隐性感染率高，健康带
菌者因为无临床症状，不易被发
现。人群普遍易感，感染后可对
本群病原菌产生持久免疫力。

专家介绍，预防流脑首先要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学校、办公
室或居民家中应做到每天开窗至
少3次，每次不少于10分钟。养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强体育
锻炼，注意晾晒被褥，公共场所佩
戴口罩，尽量不要到人群密集和通
风效果差的公共场所。

专家提醒，接种疫苗是最有
效、最经济的预防流脑措施，目
前有针对A群、C群、W群、Y群
菌株的流脑疫苗。A群和C群流
脑疫苗已经列入国家扩大免疫
规划。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近日，烟
台大学正式公布寒假时间，1月
11日起放假，3月1日开学上课。

按照学校安排，寒假时间为
2021年 1月 11日至2月28日。
2月27日、28日学生报到注册，3
月 1日正式上课。根据工作需
要，各学院、部处室，各直属单位
的行政人员在1月11日、12日，2
月24日、25日正常上班。根据
疫情防控形势和上级部门有关
要求，学生报到和教职工上班日
期如有变动，学校将另行通知。

据悉，校园实行相对封闭管
理，师生员工入校一律检测体
温，外来人员入校一律核验身
份、实名登记、检测体温、检查健
康绿码，校外无关人员一律不准
入校。将师生信息进行全面摸
排，分类建立留校和离校师生信
息台账，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持续跟踪掌握师生健康状
况，精准掌握师生寒假期间外出
情况，确保师生行程可追踪、健
康可监测。加强对重点人员信

息摸排检测管控工作，坚持“一
人一档”健康信息台账，遇突发
事件按程序及时处置上报。

学校提醒，广大师生要减少
不必要外出，尽量不离开居住
地，避免到境外和国内中、高风
险等疫情重点地区，要时刻注意
个人防护，保持好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不扎堆、不聚集的良
好习惯。

学校将严控各类大型人员
聚集性活动，提倡线上形式召
开；确需要举办线下会议活动
的，要严格报备审批，严格会议
活动管理，严控会议活动规模和
范围，严格落实人员筛查、通风
消毒、佩戴口罩、体温监测、间隔
就坐等措施。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为
避免人员聚集，降低疫情风险，
学校不再召开2021年新春茶话
会，不再组织春节前集中走访活
动，有关部门单位可通过电话、
致信等形式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经济困难职工和家庭，负责将慰
问品等送达相关人员。

烟台大学昨日放寒假
校园实行相对封闭管理，校外无关人员不准入校

流脑进入高发季节
专家：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2020年 4月份，四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通
知》。按照政策规定，新能源车的补贴会
延长到2022年，从2020年开始，逐年退
坡10%、20%、30%。

虽说政策补贴“退坡过坎”，但销售热
度却不见降低。近日，记者探访了我市部
分新能源汽车市场，热销车型已从原来的
政策补贴经济实用型转为了中高端产
品。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绿底车牌”，在中
高端跑道上“加速”发力。

新能源汽车销量突飞猛进

走进位于开发区北京南路19号的比
亚迪诺亚4S店，两台比亚迪汉新能源车
成为展厅里最受关注的车型。“一台是纯
电动汽车，一台为混合动力汽车，汉、唐都
是今年流行的车型。”销售经理于君辉向
记者介绍，进店顾客大多关注车辆的续航
里程、功率、充电时长、舒适性、安全系数
等，以及驾乘感受，购车意向也从原来的
政策补贴车型转向中高端车型。

以比亚迪汉新能源举例，每台起售价
格达21.98万元，销量却一路高歌猛进。

“顾客看中的是各方面的综合性价比，比
亚迪汉的车身长度接近5米，车内宽敞、内
饰也很好看，续航超过600公里。放眼整

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同级别的车型属于
凤毛麟角。”于经理介绍，这是首款搭载
刀片电池的车型，刀片电池继承了磷酸
铁锂铁电池的稳定性高、寿命长的优势，
且电池空间使用率提高了50%，完美解
决了续航问题。同时能做到针刺实验不
燃烧，彻底解决新能源汽车自燃隐患。
车辆还采用了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电机和
电控系统，这些优势都成为消费者购车

所关注的焦点。
7座的SUV-唐新能源汽车，每台起

售价格23.68万元，部分车型配置和颜色
没有现货，购车者需要等近一个月才能提
车。来自该店的销售数据统计，新能源汽
车销量呈现逐月递增的趋势。

“节能环保、使用成本低，新能源汽车
的市场越来越好，特别是特斯拉、蔚来等
中高端品牌汽车尤为受到关注。”采访中，

汽车商会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1公里1毛钱”养车成本低

“1公里一毛钱。”这是新能源汽车车
主邹先生算出的养车成本。他在2020年
夏季车展上购买了一台纯电动新能源汽
车。“小区附近停车场新建了一排充电桩，
所以当时换车时就考虑买新能源车，方便
省油，节能环保。”

相比前期的购车费用，养车成本是不
少车主提前算好的一笔账。

一位购买了比亚迪汉EV车型的车
主，在买车前就计算好了该车型前6万公
里的保养费用仅为2000多元。

“纯电动车型不用加油，保养也没有
燃油车繁琐。平均1公里1毛钱的养车成
本，保养每次不高于200元，这些都是传
统燃油汽车所不能比的。”一位4S店的售
后经理用两个字总结新能源车的养车费
用——省钱。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有的汽车品牌赠
送充电桩和安装费用。随着新能源汽车
技术的改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会越来
越好。综合所有的后期养车费用，不管有
没有家用充电桩，新能源汽车一年都能比
燃油汽车省下几千元钱。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影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