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吃海参，没有比我们胶东半岛老百
姓更了解的，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吃。吃海
参的好处其实不用多说，海参可以增强免疫
力，吃海参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投资。无论男
女老幼吃了都挺好。

古法晾晒、价格公道、产地直供

福泽万家海参是一家老字号海参生产
企业，早年间是本地渔民凭借多年对口碑
以及对质量的严格把控，因此有了越来越
多的回头客。

食用海参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孕妇
及病人，海参绝对不能造假，绝不能当牟利
的工具。我们用古法晾晒和加工去除内

脏。去除内脏的海参需要大火煮 1到 2个
小时，再回水，再晒干，还有去菌等十几道
工序，如传统晾晒过程中须添加草木灰，起
到快速吸收水分、保持营养不流失的作
用。福泽万家海参本地直供销售，没有中
间商，价格非常公道，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到
真正泡发大、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海参。
买过福泽万家海参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
怕货比货，也不怕价比价，买过的朋友很多
都成了我们的长期客户。

泡发好不好是检验海参的重要标准

老百姓对海参的好坏，最直接最有效果
的检验其实很简单，首先辨别海参是养殖的

还是野生的、个头大不大、参体是不是饱满、
参刺大不大、涨发是不是够大，还有就是要
本地参。现在不管你以前吃过什么样的海
参，福泽万家海参全部免费帮您检验。

本次活动，福泽万家海参除了在价格上
给予市民最大力度的优惠之外，更有专业全
程指导发泡，让不会发海参、发不熟练的顾
客也能轻松发海参，发泡不满意全额退款。

福泽万家海参向烟台市民承诺：福泽
万家海参个个4排刺，个个是本地参，不加
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食用。

本次活动推出特级淡干刺参：水产工
厂直销价2700元，买一斤送一斤，每斤折
合1350元，买二斤送二斤价格更优惠，每

斤折合1180元。福泽万家海参承诺：海
参好，怎么泡发都发得大、发得好，发泡不
满意无条件退款。

抢购热线：2911313

福泽万家海参买1斤送1斤，1个电话省1000元
海参泡发大、泡发好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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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庞磊）昨日下午，市教育局
公布夏季高考及高中学业等
级科目考试基本情况及考区
考点设置情况。

2020年，我市共有 35387
人报名参加夏季高考及高中
学业水平等级科目考试，比去
年增加 2254 人，高职单招及
综合评价、高水平、保送生等
已经录取 6921 人，实际应参
加考试人数为 28466人，全市
共设 14 个考区、24 个考点、
954个考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28日，烟台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
布《烟台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征询意见公告》（下简称《公
告》），《公告》显示，烟台市近期建设地
铁 1号线一期，地铁 3号线一期，共计 2
条线路，线路总长 67.4公里，工程投资共
计 474.87亿元。

按照《公告》，1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
长 40公里，全部为地下敷设。全线共设
置车站32座，全部为地下站，平均站间距
1.27公里，其中换乘站6座。全线设置停

车场、车辆段各一座。全线设置两处联
络线，分别位于港城大街站与3号线联络
线，和烟台南站与2号线的联络线。计划
2020年开工，2025年完成工程建设并投
入运营。

3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 27.4公里，
其中高架段 7.2公里，地下段 20.2公里。
全线设置车站 22座，高架站 5座，地下站
17座，其中换乘站 4座，平均站间距 1.28
公里。全线设一座车辆段。全线设置一
处联络线，为港城大街站与 1号线联络
线。计划于 2021年开工，2026年完成工

程建设并投入运营。
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主要包括项

目建设规划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
可控性、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相关
意见及采纳情况、风险评估结论和相关
建议、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风险等
级等内容。征求公众意见主要征求社会
和工程实施区域公众，特别是与工程有
直接利益关系群众和有关部门对实施该
规划的意见。对工程建设规划的意见和
建议，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联
系项目单位及评估单位。

烟台地铁1号线一期近期开建
预计2025年完工并投入运营，3号线明年开工建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通讯员 王婷婷 张川慧 苏贝贝)今年是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收官之年，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根据市委、市政
府统一部署，日前，莱州莱阳两市先后开
展了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6月15日，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风
险防范意识，着力营造“诚信守诺”的社
会氛围，莱州市处非办组织公安局、市场
监管局、人民银行莱州市支行及各商业
银行在莱州市文昌广场开展“守好钱袋
子·护好幸福家”集中宣传日活动。活动
现场，该市处非办通过悬挂横幅，现场咨

询，发放宣传材料、折页及印有非法集资
宣传标语的礼品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
民介绍网络借贷机构、养老机构、互助保
险等非法集资高发领域的特点；各银行组
织群众参与线上防骗测试并参与现场答
题抽奖，向群众普及防范风险常识；公安
局设置非法集资典型案例警示展区，通过
以案说法，引导群众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
集资。现场周边的社区志愿者也积极入
户发放宣传材料，向居民普及非法集资知
识，传播“天上不会掉馅饼”的理念，鼓励
居民签订“远离非法集资承诺书”。

当天，在莱阳市蚬河公园北门广场，
该市金融服务中心、人民银行、市场监管

局等单位也开展了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
暨金融领域扫黑除恶知识普及的集中宣
传活动。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置宣
传看板、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手册、
明白纸、手提袋等多种形式，将防范和打
击非法集资、远离“套路贷”“校园贷”等
金融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让市民深入了
解非法集资的危害及如何理性选择投资
渠道，远离非法集资，共建美好生活。莱
阳市电视台、各金融机构也通过 LED屏
幕、悬挂横幅等形式同步开展宣传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讯员 冯芷钰）为深入推进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的各项要求，切实加强街道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
环境，根据芝罘区纪委监委要求，芝罘区白
石街道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街道机关
全体党员干部、社区“两委”成员观看专题
警示教育片《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为大
家上了一堂深刻生动的廉政警示教育课。

观看结束后，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只有
遵纪守法，按规章制度办事，严于律己，才
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在今后的工作中将
以案为鉴，紧绷“廉洁弦”，常敲“拒腐钟”，
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守底
线、不触红线。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警示活动，
进一步加深了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明法纪、遵法纪、守法纪的教育效果，时
刻保持警钟长鸣，践行忠诚、干净、担当，防
微杜渐，加强自身修养，保持崇高追求，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据了解，下一步白石街道将继续加强
党员干部廉政教育，传承清廉立身的传统
精神，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实
际行动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黄海之
滨，烟台山下，一座智慧化、人文化和生态
化职业学院应运而生。2020年 3月 22日，
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基础上设立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鲁政
字〔2020〕48号）。5月11日，学院顺利通过
教育部备案（教发厅函〔2020〕22号）。这
是山东省“十三五”时期在技师学院基础上
建立的第一所文化旅游类职业高等学校，
也是我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服务文化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落实部省共建职教创新
发展高地的重要成果。

6月 30日上午 9：00，请跟随烟台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的镜头，现场探索烟台文化
旅游职业学院的精彩！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莱州莱阳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进广场
向居民传播“天上不会掉馅饼”理念，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序号 区市 考点
1 开发区 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
2 烟台一中

3 芝罘区 青华中学
4 烟台三中
5 烟台四中

6 福山区 烟台格迈纳尔中学
7 山东省福山第一中学

8 牟平区 山东省牟平第一中学

9 莱山区 山东省莱山第一中学

10 长岛综试区 山东省长岛中学

11 龙口市 龙口第一中学

12 莱阳市 莱阳一中

13 莱阳九中北校

序号 区市 考点
14 莱州市 莱州市第一中学

15 莱州市云峰中学

16 莱州市实验中学

17 蓬莱市 蓬莱一中

18 蓬莱二中

19 招远市 招远一中

20 招远二中

21 栖霞市 栖霞市第一中学

22 海阳市 海阳市第一中学

23 烟台市中英文学校

24 高新区 山东省烟台第二中学

我市夏季高考24个考点公布
今年有35387人报名，比去年增加2254人

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
媒体记者同步探校直播

白石街道组织开展
专题警示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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