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您家家的的小小家家电电多多久久没没清清洗洗了了？？
周日，本报“社区帮办”将走进世秀新区，帮您免费清洗小家电

高速公路车辆救援

服务收费出新规

机动车排污收费

标准下月实施

““杰杰克克””和和““悍悍马马””成成为为烟烟台台““明明星星犬犬””
两犬勇夺京安K9杯IPO邀请赛两项冠军，训犬师是咱烟台小伙杨黎霞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张
倩倩 ) 炎炎夏日，小家电使用
越来越多。据了解，不少居民家
中的小家电很少清洗。本周日上
午，本报“社区帮办”活动将走进
芝罘区世秀新区，现场免费为大
家清洗小家电，豆浆机、微波炉、
饮水机、热水壶，只要您能带到
现场的，绿之源家电清洗的刘师
傅都能为您消毒、清洁。此外，我
们还为市民提供免费家电维修、
法律咨询、免费理发等服务。

“社区帮办何时来我们小
区?”近日，世秀新区多名居民致

电本报，期盼本报“社区帮办”活
动尽快走进小东夼。在世回尧街
道办事处、世秀社区居委会的支
持下，本期“社区帮办”活动将在
世秀新区大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自然少不了家电
维修师傅的身影。本周日，最受
市民欢迎的维修师傅将参与活
动，如果您家里有坏掉的豆浆
机、录音机、电水壶、手电筒等
家电，赶紧带到现场进行免费
维修吧！

绿之源家电清洗的刘师傅
也将到帮办现场，给居民免费

清洗豆浆机、电水壶、饮水机等
小家电。只要您将小家电拿到
现场，刘师傅都会用专业设备
和洗涤剂帮您消毒、清洗。同
时，刘师傅还会为您现场讲解
油烟机、冰箱、洗衣机的日常养
护小常识，如果现场报名清洗
的话，还会有很大的优惠。

此外，现场还有慈善义工
和嘉奕造型的安经理为老人免
费理发。本报在售的烟台大樱
桃，也欢迎市民前来订购，不仅
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寄给外地
的亲朋好友。

活动现场，本报还特邀律师
团队为遇到麻烦事儿的市民免
费提供法律咨询。如果您生活中
遇到烦心事或您身边发生了好
人好事，也可现场向本报记者反
映，本报将尽力为您服务。

活动时间：5月31日(本周
日)上午9点-11点

活动地点：世秀新区居委
会对面的大广场

公交路线：市民可乘44路、
46路、59路、73路、80路公交车
在市委党校(世秀新区)公交站
点下车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通讯员
烟佳)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了解
到，近日，省物价局明确了高速公
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对货物
装卸、车辆(货物)停车看护、换轮
胎、解刹车等服务收费都作了明确
规定。

据了解，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
务收费设7个收费项目。拖车，由基
本价和拖行费两部分组成；吊车、
驳运，按车次计费。根据不同被救
援车辆车型类型，拖车10公里以内
每车基本价格260元到600元不等，
超出10公里之上每公里收费10元到
30元不等。吊车每车收费在400元
到2100元不等，吊货物20元每吨。

救援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明
码标价规定，实施救援服务应与当
事人签订服务协议(当事人重伤或
死亡等特殊情况除外)。规定有效
期至2018年4月30日，如有不按新
规定乱收费的，市民可拨打价格举
报电话12358投诉，物价部门将依
法进行查处。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近日，烟
台市物价局确定了机动车排气污
染检验收费标准，采用简易瞬态工
况法的为50元/车次，采用双怠速
法或自由加速法的为30元/车次。
在用轻型汽油车排气污染检验实
行简易瞬态工况法；其他型号汽油
车和柴油车排气污染检验仍实行
双怠速法或自由加速法。该标准从
6月1日起执行，执行期至2018年5

月31日。
经检验合格的机动车辆，由环

保主管部门免费核发环保检验标
志。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检验，凡
首检不合格的，复检不得收费；复
检不合格需第三次检验的，减半收
费；第三次检验仍不合格需再检
的，按规定收费标准全额收费。符
合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新购机
动车检验，不收检验费。

检验机构应严格按规定的收
费标准执行，并在显著位置公示收
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服务内容等，
自觉接受价格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本报5月28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为维护市
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烟台市物价局结合“五一”节假
日市场消费特点，在4月底到5月份
组织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从此次
检查的1600余家经营单位的情况
看，大部分经营单位都能依法依规
进行明码标价，但也有一些小型零
售商店、超市、集贸市场，存有不明
码标价或标价不规范、虚假宣传等
价格违法问题。

其中，不明码标价的业户68

家，明码标价不规范的业户59家。
对问题较轻的单位，检查组当场对
其进行政策提醒和教育，并下达限
期整改通知书，对5家问题较重的
单位拟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5单位因价格违法

拟被行政处罚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李大鹏 实习生 张宁 )
2015年度中国京安K9杯IPO

邀请赛于5月23日至24日在
北京中国京安保安犬基地举
行，来自山东烟台的训犬师
杨黎霞凭借两条爱犬“杰克”
和“悍马”的精彩表现分别获
得全国IPO防卫单项和全国
IPO全能两项赛事的冠军，其
中“杰克”也成为了山东第一
个通过全国IPO一级考核的
狗。

每年的中国京安K9杯
I P O邀请赛都可谓精彩激
烈，本届比赛共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13组参赛选手，
两天的比赛里选手们分别
角逐追踪、服从、防卫三项
单项冠军和一项全能冠军。
该项比赛考验的不仅仅是
参赛犬在比赛中所表现的
各种能力，更考验训犬师的
训练技能以及人与犬的互
相信任度。最终，来自山东烟
台的训犬师杨黎霞凭借两条
爱犬“杰克”和“悍马”的精彩
表现，从13组选手中脱颖而
出，揽获全国IPO防卫单项和
全国IPO全能两项赛事的冠
军。

“我相信每一位参赛选
手都是奔着冠军去的，我更
不例外，这一天我等很久
了。”杨黎霞告诉记者，为了
准备比赛，他和烟台的另一
位参赛选手提前一个月就开
始训练。

杨黎霞说，在比赛前一
天的训练中，和他一同来京

参赛的朋友的犬咬伤了“杰
克”，而且伤势比较严重。

“当时非常责怪自己，也很
担心杰克第二天不能上场
比赛。”然而，在第二天比赛
中，受伤的杰克并没有退
缩，而且更加富有战斗力，
以总分244分的成绩夺得本
届 IPO全能冠军，也成为山
东第一个过了IPO一级考核
的参赛犬。

“当时我真的一下子眼
泪就掉下来了，毕竟我准备
了这么长时间，还有我的这
两条爱犬，真的很不容易。”
杨黎霞说，训犬师不好做，需
要有很大的耐心，从事这项
职业这么多年来他成熟了许

多，而且他知道这些爱犬已
经成了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能取得今天的荣誉，杨
黎霞表示最离不开的是妻子
的支持。“妻子对我的帮助非
常大，有些时候她也是我的
好搭档。”杨黎霞说，平日里，
给“杰克”和“悍马”做防卫训
练时，妻子会主动出来做“靶
手”，怀孕5个月的时候妻子
仍然坚持着。“因为在训练时
犬是非常专注的，它的扑、咬
力度也很大，对女人来说做
靶手本来就是非常危险的，
更何况孕妇。”杨黎霞说，当
时妻子执意要来做这件事，
令他非常感动。

““温温暖暖我我心心，，丝丝丝丝牵牵挂挂””
本本报报启启动动大大型型公公益益回回访访活活动动

本报5月28日讯(记者
孙淑玉 ) 或独自撑起家庭
重担，或曾受尽病痛折磨，
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惹
人怜爱又让人牵挂不已。临
近儿童节，本报启动“温暖
我心，丝丝牵挂”大型公益
回访活动，联合烟台宝来利
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烟
台新坐标商贸有限公司回
访本报公益版曾长期关注
的部分孩子，给他们送去节
日礼物，让他们感受到更多
温暖。

四年前父亲因肝腹水
去世，母亲精神失常，跟着
83岁的爷爷生活，栖霞龙凤
胎凡凡和晨晨(化名)总是挨
在炕前的小板凳上写作业，
姐弟俩还配合着给行动不
便的爷爷做饭。俩孩子如今
靠什么生活，日常起居有人
照顾吗？

父亲为给慧慧治病，撑

起爱的烧烤摊，多地爱心人
士、义工接力帮忙，为患白血
病的小慧慧搭建爱的桥梁。
如今，孩子的身体还好吗？

母亲精神失常，父亲又
查出肺癌晚期，栖霞的小梅
(化名)既要干农活又要照顾
妹妹。临近中考，小梅是否忙
得过来？

……
三年来，本报公益版曾

联合各地义工组织陆续为很
多孩子发起救助和关爱倡
议，或解燃眉之急，或牵线好
心人长期帮忙，或给他们送
去贴心的新年心愿礼物。走
近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在不
断收获来自企业和好心人的
拳拳爱心。

爱因为坚持而更有力。
时过境迁，这些曾经受助的
孩子是否安好？他们的生活
环境和家庭状况是否有所改
观？孩子们成长的路上是否

遇上了新的难题？这些无时
无刻不牵动着大家的心弦。

临近儿童节，本报将启
动“温暖我心，丝丝牵挂”大
型公益回访活动，联合烟台
宝来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及烟台新坐标商贸有限公司
回访曾受到诸多关注的孩子
们，同时两家爱心企业也将
为孩子们准备精美的儿童节
礼物，让他们感受更多来自
社会的关爱。

如果您曾通过本报关注
过这些孩子，您依然牵挂他
们的近况，并希望本报代您
送出更多温暖和问候，您可
将孩子的情况及当时的报道
版次发送短信至公益热线
15264520357，本报将陆续为
您走访回馈。如果您的企业
愿意加入这次活动，为这些
可爱又惹人怜爱的孩子带去
关爱，可直接致电本报公益
热线。

杨黎霞
和爱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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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21处监控启用

本报5月28日讯(通讯员
蒋楠 记者 柳斌) 6月1

日起，烟台交警部门在轸大
路及南大街增设的21处监控
设备将要启用，将实时监控、
抓拍、处理多种交通违法行
为。

轸大路7处电子警察位
置：轸大路与迎春大街交叉
口、轸大路与山海路交叉口、
轸大路与通世南路交叉口、轸
大路与学院西路交叉口、轸大
路与凤凰西路交叉口、轸大路
与恒源路交叉口、轸大路与滨
海中学交叉口。

南大街14处自动抓拍监
控系统点位：

胜利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东向停车屏)

胜利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东口信号灯杆)

胜利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西口信号灯杆)

西南河路-南大街机位
抓拍(东口信号灯杆)

西南河路-南大街机位
抓拍(西向停车屏)

海港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东向停车屏)

海港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西向停车屏)

大海阳路-南大街机位
抓拍(东向公交优先杆)

大海阳路-南大街机位
抓拍(西向停车屏)

青年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东向电警杆)

青年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西向电警杆)

建设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东向电警杆)

建设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西口信号灯杆)

建设路-南大街机位抓
拍(西向复合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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