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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首首推推养养老老机机构构综综合合责责任任险险
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市级将给予保费一半的补贴

电影《大嵩卫之兵镇》

即将在海阳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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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蔬菜批发市场肉菜流通追溯体系8月底将试运行

创新举措

实现治安好转

王寿义因涉嫌受贿罪

被芝罘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
永军) 近日，烟台市民政局和
烟台市财政局正式发文，在全
市范围内推行养老机构综合
责任保险。为减轻养老机构负
担，引导和鼓励养老机构积极
投保，市级将对符合条件的养
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缴费给
予一半的补贴。

“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
将有效分担养老机构和被服
务老人的风险。”据介绍，以前
假如老人在养老机构出现意
外伤害，处理起来十分困难。

有了养老机构综合责任险之
后，将由保险公司在约定的项
目及限额内给予补偿。

所谓养老机构综合责任
保险，是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
年人在接受养老机构服务过
程中，因意外事故出现人身伤
害时在约定限额内给予赔偿
的一种责任保险。该险种可有
效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降低
养老机构运营风险、促进养老
机构健康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在烟台市行政区
域范围内(不含莱阳市)经民政

部门许可的养老机构，均可投
保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养
老机构须于每个保险年度起
保日之前办理投保手续并缴
纳保险费用，方可申请该保险
年度的政府配套补贴。

养老机构是综合责任保
险缴费的责任主体。为减轻养
老机构负担，引导和鼓励养老
机构积极投保，市级对符合条
件的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
缴费给予50%的补贴。

凡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在机构住养、护理、活动时发生

意外事故，造成老年人人身伤
害，养老机构由此承担的经济
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在约定
的项目及限额内给予赔偿。

具体包括人身伤亡(包括
残疾和身故 )保险金、医疗费
用、住院津贴、紧急救援费用、
法律费用、第三者责任等。具
体赔付项目及赔偿金额以正
式保单为准。

随后将采取招投标方式选
择1家保险公司，承担全市养老
机构综合责任保险业务，全市
统一基准费率、统一服务标准。

腾讯营销中国行·山东站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营销峰会落地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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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高文勇) 记者从
市商务局了解到，烟台肉菜追溯
体系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幸福
蔬菜批发市场肉菜流通追溯体
系8月底将试运行。届时，市民凭
借唯一的追溯码，可查询肉菜产
地、质量检测等情况。

批发市场上连蔬菜基地，
下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和各
类集体伙食单位，是肉类蔬菜
流入市场的关键环节，是追溯
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幸福蔬菜批发市场有门市

房500多间，摊位800多个，经营
业户800多户，从业人员5000多
人，是市政府“菜篮子”工程重
点单位，市区一半以上的蔬菜
通过这里流向居民餐桌和各类
集体伙食单位。

肉菜追溯体系，就是以信息
化技术、标准化管理、电子化交
易为手段，以流通主体实名管
理、远程视频监控、质量检测准
入、电子交易系统数据采集为支
撑，形成信息完整的肉类蔬菜流
通信息链条，实现全程可追溯。
在幸福批发市场建成肉类蔬菜

追溯系统就一定程度上把住了
蔬菜入市窗口。追溯体系投入运
营后，将形成信息完整的肉类蔬
菜流通信息链条，实现来源可追
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
流通追溯管理模式。

经过前期招投标、电子交
易程序开发、电子计量器具定
制、幸福蔬菜批发市场信息化
改造、检测设备改造升级等工
作，目前该市场已进入向经营
者发放计量器具、办理追溯服
务联名卡、经营者培训阶段。

目前，已经有50多户经营

者领取新的计量器具，其中肉
类经营区全部换装。下步有关
部门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争
取8月中旬换装完毕，月底前全
部联网试运行。

追溯体系建成投入使用之
后，在入场登记环节就根据蔬菜
的产地、经销商等信息由系统自
动生成唯一的追溯码，肉类蔬菜
就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市民可
通过购物小票上的追溯码直接
查询所购肉菜的产地、经销商、质
量检测情况等信息，通过“验明正
身”来确保自身的消费安全。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李
静 ) 28日，腾讯营销中国行·
山东站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

营销峰会在烟台落下帷幕，烟
台市政府领导、企事业单位、行
业组织共同探究“互联网+”时
代下移动营销为企业带来的新
机遇。

28日下午，腾讯营销中国
行·山东站暨大数据时代互联
网+营销峰会在烟台召开，现
场来自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和腾讯相关专家为全市
300多家企业，分析“互联网+”
时代下移动营销，互动提问环
节还现场为不少企业答疑解

惑，布局营销策略。
“在这个信息爆炸和创新

的时代，“互联网+”战略的落
地正在帮助地方企业腾飞。”烟
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
任曹菁说，“像腾讯这样的企
业，通过腾讯营销中国行和腾
讯营销学院活动的落地，正在
将最前沿的互联网思维带入全
国各地，为地方企业发展提供
更多机会。”

腾讯社交与效果广告部副
总经理张敏毅表示，传统广告
互联网化越来越向移动化、智
能化和社交化方向发展，互联
网广告正在产生全价值链的影

响力。广点通通过优质流量、高
效智能的平台，承载着“连接”
的使命，将通过QQ、微信等优
质流量和高效智能平台并希望
以体系化的落地活动增进与烟
台政府、烟台当地广告主、营销
机构和合作伙伴的沟通与交
流，撬动各行各业之间的连接
与合作可能，最大化释放企业
品牌价值。

腾讯社交与效果广告部
市场总监温向东说，腾讯营销
学院从专业的课程培训、腾讯
营销中国行活动到《营销进
化》为营销人传递最新营销

“ME”洞察，让营销人可以“涨

知识”“提身价”“找工作”“入
圈子”，让每个消费者既是营
销的接受者，也是营销的发起
者和参与者。

“通过QQ、QQ空间、微信
等社交平台的就可以精准地区
分不同用户群体。”腾讯社交与
效果广告部高级产品经理王鼎
说。不少专家指出，对于这样的
时代特征，腾讯广点通拥有独
特且优势巨大的平台和流量资
源，通过对用户环境，用户属
性，用户使用习惯，爱好等多维
度挖掘分析，将广告投放给最
适合的人，为企业的移动营销
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烟台是全国老龄化程
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基本上每5个人
中就有一个是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势在必行。

烟台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
绍，截至目前，全市养老机构发展
到230处，床位4 . 78万张，每千名老
人拥有床位33张，另有烟台乐天养
老服务中心、莱山区社会福利中
心二期、高新区御花园老年公寓
等21处项目在建。

在建及已建城市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农村幸福院等养老服
务设施721处，建成居家养老服务
信息平台10处，入网老人8 . 8万人。

根据烟台市养老服务业发展
情况，有针对性地设立了医养结合
型养老机构专项补助、特殊困难群
体入住机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等，
给予养老服务发展支持和保障。

全市养老机构

目前有230处

下下月月起起学学车车要要走走新新路路线线
交警部门发布公告，就学车线路及要求作出规定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国利) 近日，芝罘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
法对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芝罘区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
寿义(副处级)提起公诉。目前，本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7月28日讯(通讯员 阎
婷 于竞飞 记者 赵金阳) 25

日，2015海阳国际武术节开赛仪式
暨电影《大嵩卫之兵镇》启动仪式
在海阳举行，著名导演张万一，来
自韩国、泰国、阿尔及利亚等6个国
家的150名武术运动员以及各地武
术爱好者参加了仪式。

导演张万一说：“《大嵩卫之
兵镇》的故事是根据海阳的一些
史实资料提炼出的，主要讲述了
我国军民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的
英雄故事。大嵩卫本身是螳螂拳
的故乡，本部电影将主要通过突
出一些螳螂拳的技法和本地淳朴
的民风去展现出动作片的魅力。”
据悉，该电影目前正在进行前期
筹划完善，计划在9月20日左右开
始拍摄。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于飞
通讯员 汪海波 付友军 )

今年以来，牟平分局治安大队把
创新治安管理摆在首要位置，对
以往管理难度大、工作成绩不突
出的治安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改
革。

据了解，改革主要取得了四
个明显变化：第一，由每月固定的
四次检查变为了现场全程监管监
控；第二，依托警务云治安信息系
统建设，重视持续抓好对旅馆、洗
浴、娱乐等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
第三，为全区16个派出所配备了先
进的单反相机等身份证信息采集
设备，将公安服务窗口向基层社
区进行前移；第四，将打击涉黄涉
赌、非访闹访等违法行为，作为维
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突破口，对已
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零容
忍”的态势进行打击。

本报7月28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曹杰 蒋楠 )

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规范教
练车道路训练秩序，提高道路
交通效率，烟台市交警支队发
布公告，就各县市区教练车训

练路线进行规定，今后驾驶员
学车要在规定路线内进行。

根据规定，教练车训练时间
为24小时，教练车不得在驾驶人
考试路线训练。在道路上学习驾
驶，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在
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
当使用教练车，在教练员随车指
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
得乘坐教练车。

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
通事故的，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据介绍，该规定自8月1日
起执行，以往有关教练车训练
道路和时间及限行道路的相关
规定同时废止。

芝罘区：滨海西路、青年
南路与港城西大街路口
以南至青年南路河滨路
路口(不含河滨路)。

莱山区：莱山区莱源路(莱源路与沟莱线交
叉路口以南)，高新区滨河西路。

开发区：北京南路——— 北京中路、天山路、嘉陵江路、开发区206国道——— 烟台开发区大
季家工业园附近；金沙江路、衡山路、嘉陵江路、天山路、珠江路、昆仑山路、秦山路、秦淮
河路、天津南路、杭州大街、大季家路、206国道；秦淮河路、甬江一支路、衡阳路、湘江路、
金沙江路、五指山路、昆仑山路、厦门大街、庐山路、柳子河路、淮河路、沐阳路、北京中
路、北京南路、广州路、宁波路、高雄路、风泰山路、嘉陵江路、珠江路、衡山路、华山路、武
汉大街、天津北路、合肥大街、长沙大街、拉萨路、开封路、北京北路、台北中路。

牟平区：昆嵛山路(高格庄——— 文化中心)、崔山大街(东关路口以东)、
金埠大街(东关路口以东)、新城大街、三山大街、西郊路、鱼河路、鱼
河西路、东关路(新城大街路口——— 滨海路口)、上泽线(205省道上
庄——— 泽头)、牟白线(206省道牟平——— 白沙滩)、牟乳线(207省道)、七
里店——— 乳山交界、文朱线(水道东西路)、302省道、大窑驻地——— 姜
格庄与文登交界。

福山区：210省道福山
段，802省道福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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