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消息，5月29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
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
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神舟十四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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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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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市区天气

晴转多云
西到西南风3-4级
16～30℃

后天市区天气

阴转多云
南风3-4级
20～31℃

今天市区天气

晴间多云
北风4-5级
16～23℃

新鲜槐花蜜、油菜花
蜂皇浆、二日龄蜂乳到货
了，欢迎选购，持有天一
购物卡和优惠卡的老客
户均有优惠。二日龄蜂
乳是一种罕见的延年强
身祛病的蜂产品。

天一蜂业

地址：烟台市南大街116号
（亚细亚大酒店附楼、文化宫篮球场东）
电话：6641808 13806388092
二马路店：天鸿凯旋城交通银行往西50米
电话：15106558652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
殿国）昨日全市以南风为主，市区最
高气温 27℃，全市最低气温 12℃，最
高气温33℃。

今天全市晴间多云，北风为主，
风力不大。明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到
西南风。后天全市多云，南风为主。

烟台市气象台 29日发布最新天
气预报：

烟台市区：30日白天，晴间多云，北风
4-5级，最低气温16℃，最高气温23℃。

31日，晴转多云，西到西南风 3-
4级，最低气温16℃，最高气温30℃。

6 月 1 日，阴转多云，南风 3-4
级，最低气温20℃，最高气温31℃。

烟台各区市：30日白天，晴间多
云，北风，沿海及内陆 4-5级。最低
气温，沿海 16℃，内陆 15℃；最高气

温，沿海23℃，内陆28℃。
30日夜间到31日白天，晴间多云，

西到西南风，海面6级，沿海及内陆4-5
级，最低气温17℃，最高气温32℃。

5月 31日夜间到 6月 1日白天，
多云，南风，海面6级，沿海及内陆4-
5级，最低气温16℃，最高气温35℃。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中度
危险，能燃烧）。

今天晴间多云，气温有所下降
市区最高气温2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仲
海 高峰 通讯员 杨俊杰 孙杨 摄影
报道）携手奉献爱心，播撒爱的种子。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5月
29日，一场充满融融暖意的“关爱下
一代”爱心公益活动在新正元儿童医
院举行。本次活动由烟台市关工委
指导，烟台农商银行携手烟台市武术
运动协会作为爱心单位共同参与。

说起自闭症，人们并不陌生。在
新正元儿童医院，这些来自“星星的
孩子”每天都在爱和陪伴中照亮未
来，希望早日融入正常生活之中。

在当天的爱心公益活动仪式上，来
自烟台聚英武馆的孩子们率先表演了
一段精彩武术《中华儿女》，赢得一片喝
彩声。随后，新正元的孩子们在全场观
众有节奏的掌声中，表演了精心排练很
久的音乐模仿操《我爱洗澡》。

在仪式最后，多年来一直关爱下
一代成长的烟台农商银行以爱心捐
赠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精美文具等
礼物，可爱的孩子们也为所有嘉宾奉
上亲手制作的手工作品，掀起了全场

高潮。
这充满大爱的一幕，不禁让新正

元儿童医院院长马银凤有感而发：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与
支持，今天有 30多个小朋友参加了
活动，我想借此呼吁全社会都能来关
爱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要受到歧
视，能够正常地融入社会、融入学习
中，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包容，让孩
子们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人生。”

与孩子们一起欢度节日，这是所
有人共同留下的一段爱的印迹。对
此，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市武
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佘世烨表示：

“今天的活动也是今年烟台武术节的
系列活动之一，我们希望借此能让这
些特殊的儿童感受到他们与其他正常
孩子是一样的，拥有同样快乐的童年，
也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近几年，一年一度的“烟台农商
银行杯”烟台市武术节早已声名远
播，与此同时，烟台农商银行也一直
积极投身于我市爱心公益事业。在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大力传承和

弘扬农商银行系统“大挎包精神”的
同时，烟台农商银行也扎实开展“为
群众、客户办实事”系列活动，全面推
动基层党建与各项工作的深度融合，
而这场爱心公益活动正是行动之一。

对此，烟台农商银行团委书记杨
俊杰表示：“今天，我们烟台农商银行
团委联合总行机关党总支一起，参与
这次爱心公益活动，在‘六一’儿童节
到来之际，向小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
福。烟台农商银行始终关爱下一代
的健康成长，这次公益活动不仅是物
质上的接力和援助，更是精神上的鼓
励与鞭策，相信孩子们一定会拥有健
康美好的明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讯员 范传
波 郭纪良）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高度重视
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开拓就业渠道，主
动创新工作方法，打造就业工作新局面。

学院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落实毕业生
就业工作。实行领导班子和党员包班级制度，任务到
人、群策群力，形成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有效推动了毕
业生就业工作的顺利进行。

学院积极参与“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
动、就业促进周活动等，动员全院干部教师积极参与毕
业生就业工作，现已完成浪潮集团、东方电子、华东电子
等 10余家重点单位的访企拓岗工作，新开拓就业岗位
300余个，达成拓岗意向企业40余家。

为了科学规范做好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鼓励学生
留烟就业创业，有效激励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保障就
业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根据相关规定，依据就业工作的
工作量和贡献度以及毕业生留烟就业创业数据，对参与
学院就业工作的老师进行有效激励，充分调动学院全体
教师积极投入毕业生就业工作。

学院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多方征集人才需求信息，
及时为毕业生就业牵线搭桥。截至目前，共向学生推送
各类企业招聘信息 100余条，提供就业岗位 400余个。
征集到的各类就业信息及时通过学院网站、实习平台和
班级群等多个渠道发布，扩大就业信息发布覆盖面，确
保就业信息即时和准确地传递给每一名毕业生。

学院定期召开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对就业工作进行
部署安排。通过学院就业促进周等活动，对就业工作进
行专项安排和集中突破。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榜样
作用，激发学生就业创业动力。开展家庭困难毕业生就
业帮扶活动，建立专门台账，做到一人一账，本着优先推
荐、优先安排的原则，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高质量就
业。定期在就业工作群内公示各班级就业数据，并对各
班主任和各专业进行就业率排名，对标先进，激励后进，
形成互相赶超的良性工作氛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
小娱 通讯员 温绍娇 张冠群）昨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失业保险科获悉，我
市积极应对疫情对就业的冲击，继续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时效范围，把失业
补助金政策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凡是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或者解
除劳动关系并停止缴纳社会保险发生
在2021年1月-2022年12月的失业人
员均可享受失业补助金政策。这一政
策将进一步提高失业人员的福祉，织
密织牢民生保障底线。

失业职工申领条件有哪些？记
者了解到，我市失业保险参保人员
2021年 1月 1日以后失业的，只要符
合以下任一条件，可在 2022年 12月
31日前申领失业补助金，失业补助金
只可享受一次：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且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参保缴费不足

1年且未就业的失业人员；参保缴费
满 1年但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
业人员。

失业补助金发放期限 6 个月。
缴纳失业保险不满 1年或领取失业
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补助金标准
为200元/月。缴纳失业保险1年（含
1年）至5年的（含外地转入），失业补
助金标准为 300元/月。缴纳失业保
险 5年（含 5年）以上的，失业补助金
标准为500元/月。

据悉，人社部门已开通线上经办
渠道，便捷受理职工需求，职工可通
过电脑端或手机端自主在线快捷办
理。人社部门将按时受理审核，及时
将补助金拨付社保卡或银行卡。

电脑端申请时，首先登录网站
（可百度搜索“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平台”或输入网址：http://si.12333.

gov.cn登录），点击“失业待遇申领”，
再点击“失业补助金网上申领”，进入
登录界面。

手机端申请需下载“掌上12333”
APP，打开APP点击右下角“我的”进
行登录；点击“电子社保卡”（未实名
认证请先进行实名认证），点失业保
险待遇申领，如符合失业补助金申领
条件请点击“去申领”；根据APP提示
及要求填写及核实本人信息，确认无
误后点击下方“提交申请”。

咨询电话：芝罘区6605534、莱山
区 6717619、福山区 6999762、牟平区
4339017、开发区 6375030 、高新区
6922093、海阳市 3222652 、莱阳市
3363503、栖霞市 5235755、蓬莱区
5647331、龙口市 8518452、招远市
8266601、莱 州 市 2213323、长 岛
3213260。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
孙小娱 通讯员 温绍娇 张冠群）昨
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将
拓宽技能提升补贴受益范围，技能
提升补贴的受益范围从企业在职职
工拓宽到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
业人员。

按照政策规定，参加失业保险12
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和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间失业人员可持职业资
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向当地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经办机构申领
技能提升补贴。补贴标准为初级（五
级）1000元、中级（四级）1500元、高级

（三级）2000 元。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2年12月31日。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提醒，失业人
员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其证书要在技
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
（zscx.osta.org.cn)上可以查询到，且要
在发证日期12个月内申领。

失业人员也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我市失业补助金政策延长至今年年底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积极为毕业生就业牵线搭桥
新开拓就业岗位300余个

爱心伴童心！烟台农商银行爱心捐赠“星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