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激励客运车辆、旅游包
车、危化品运输车及12吨以上重型货
运车辆驾驶人自觉遵守高速交通法
规，山东高速总队同山东高速信联支
付有限公司决定自8月1日至2016年3

月31日，在全省开展“行万里无违法，
奖万元通行卡”活动，欢迎驾驶员报
名。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国良

行万里无违法

奖万元通行卡

记者从烟台市市民卡管理中心
了解到，市区新增180处市民卡充值
点，位于各立健医药城连锁店内。立
健医药城统一营业时间为早7:30-晚8:
30。目前180处服务点可受理市民卡的
现金充值业务。

本报记者 王永军

7月29日至31日，烟台举行了科学
发展观摩活动，市级领导班子成员，
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和中央省属
驻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观
摩活动。通过对全市产业项目建设情
况的观摩和评议，引导各级各部门全
力以赴抓招商，千方百计聚项目，再
掀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新高潮。

本报记者 张琪

烟台举行

科学发展观摩活动

8月1日-3日，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工作中期绩效评估组张卫民主
任带队一行7人来烟指导检查工作。2

日上午，烟台市政府副市长宋卫宁参
加了深度访谈活动，并对烟台市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评估组分别对资料
情况、现场情况进行检查。

这次评估主要是为了检验各试
点城市创建工作组织落实情况，总结
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效。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创建食品安全城

迎来中期绩效评估

莱莱山山区区首首家家便便民民海海鲜鲜超超市市开开业业
海鲜、蔬菜、水果、调味品一站式购齐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王
永军) 1日上午，莱山区首家
经营海鲜、蔬菜、水果、干海产
品、调味品、副食品一站购齐
的综合性便民超市——— 誉丰
海鲜超市，在莱山区新苑路凤
凰新城小区北门(市质监局对
面)盛大开业。开业期间，同时
举行打折促销、购物送鸡蛋的
惠民活动。

1日上午7点多，很多闻讯
而来的市民就来到了超市门
口。市民王女士说，听说这家
超市海鲜不仅多而且便宜，还
有蔬菜、水果等，来一趟所有

的东西都买齐了，十分方便，
所以一大早就过来了。

上午8点18分，随着誉丰
海鲜超市总经理战林德打开
大门，超市正式开门营业。不
少排队等待购物的市民蜂拥
而入，朝着自己心仪的商品走
过去，场面十分火爆。

可以看到，超市内的爬
虾、螃蟹等都十分新鲜，鲅鱼、
黄花鱼、刀鱼应有尽有，茄子、
西红柿、芹菜、豆角、白菜的叶
子上还有水珠，十分鲜亮，不
少市民都争前恐后地选购。

据介绍，誉丰海鲜超市是

莱山区首家便民海鲜超市，以
海鲜为主题，品种多而全。超
市所售海鲜全部来自荣成石
岛自家多条渔船打捞，是深海
鱼虾，无污染、质优价廉。

很多爱吃海鲜的人都有
过同样的苦恼：爱吃鱼，但却
不会宰鱼。为方便消费者，超
市还提供海鲜的免费初加工
服务，以此省去市民在清洗海
鲜时的不少麻烦。

誉丰海鲜超市在开业的前
十天内，每天进店消费的前30名
顾客，只要购物，就送3斤鸡蛋。

“我们打造的就是便民。”誉

丰海鲜超市总经理战林德说，现
在人们工作忙，在下班时顺道就
可以买到海鲜、蔬菜、水果、猪牛
羊肉，既方便又省时，所以超市
主打的就是便民。

交交通通事事故故社社会会救救助助基基金金管管理理有有了了““硬硬杠杠杠杠””
只要条件符合，相关费用可先垫付后追偿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张
琪) 从烟台市政府获悉，《烟台
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管理暂行办法》自7月15日开始
实施。

烟台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
称救助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
用，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救
助基金是指依法筹集用于垫付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人
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
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
金。

市财政部门为同级救助基
金主管部门，市公安部门为同
级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由市公

安局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救助基
金的运行管理工作。在县级公
安机关设立救助基金网点。

市级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职
责有包括依法筹集本市救助基
金；向社会公布申请救助基金
的相关规定，以及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的办公地址、联系电话
等信息；受理、审核垫付申请，
并依法垫付、追偿垫付款等。

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按
照机动车交强险保险费的一定
比例提取的资金；政府按照保
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缴纳营业税
数额确定给予的财政补助；对
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救助
基金孳息；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
任人追偿的资金；社会捐款；其
他资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按属地
原则，由事故发生地所在的救
助基金管理机构及时垫付道
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
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
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
责任限额的，垫付差额部分抢
救费用；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
强险的，垫付全部抢救费用；
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垫付全
部抢救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机
构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接受抢

救之时起72小时内的抢救费
用。

《办法》对垫付费用的追
偿、核销也有相关规定。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根据本办法垫
付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后，救
助基金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
依法进行追偿，并明确偿还的
方式、金额及期限。对不偿还
垫付费用的或者交通事故未
知名死者人身损害赔偿的，救
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
有关单位、受害人或者其继承
人有义务协助救助基金管理
机构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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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出台《意见》支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1100亿亿元元设设中中韩韩产产业业园园发发展展基基金金
本报记者 张琪

为更好发挥政策的调控、引导作用，加快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步伐，烟台市
人民政府近日出台了《关于加大政策支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意见》，设立中
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并大手笔地支持服务业发展，还设立多个发展基金。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读一下。

中小微企业 500万元
市级安排资金500万元，设立中小

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型企
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发展、创新
发展、集约发展、规模升级等。

服务业 9500万元
在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方面，

2015年市级共安排资金9500万元。
市级安排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1000万元，对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企
业投资创新项目，以及对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分别给予
一定资金支持；对物流企业通过国家
分类评定，达到3A级以上标准的给予
一定资金支持。

2015-2016年，市级每年安排3000

万元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烟台城
市形象宣传、旅游促销、乡村旅游规
划等。

市级安排专项资金4500万元，用
于胶东红色文化建设补助和扶持重
点文化产业发展。

市级安排600万元葡萄酒发展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优质酿酒葡萄基地
建设、葡萄酒品牌打造等。

2015-2016年，市级每年安排专项资
金400万元，对新引进国际国内著名服
务外包企业和培训机构，对出资新建服
务外包产业园区用于基础设施配套建
设的银行贷款，以及对经认定的国家、
省级电子商务产业园和电子商务应用
培训等，给予相应补助和扶持。

中韩(烟台)产业园发展基金
2015年，市级首期筹集资金2亿

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按照“母基金
+子基金”的方式，设立首期规模10亿
元的中韩(烟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和
首期规模10亿元的中韩(烟台)产业园
发展基金，并根据需要逐步扩大中韩
产业基金规模，积极支持中韩(烟台)

产业园加快建设和发展。

新兴产业 5000万元
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方面，2015-2017年，市级
每年安排5000万元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项资金，支持信息技
术、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以及海洋经
济等重点领域和产业发展，促
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业 4400万元
在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提

档升级方面，2015年市级共安
排资金4400万元。

2015-2016年，市级每年
统筹安排专项资金2000万元，
对国家和省认定的具有“两
化融合”的典型示范项目给
予补助；

对纳入国家企业“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的
企业给予一定资金奖励；

对国家和省新认定的智
慧示范园区、智慧示范工厂、
智慧示范车间，分别给予实
施主体一定资金奖励；

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购
买单体机器人进行智能技术
改造的给予补助；

对重点工业企业实施的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一轮
技术改造项目，在项目竣工
投产或购置的生产性设备投
入使用后，按设备投入额一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一
定比例予以补助。

市级股权投资引导
和成果转化先导基金

2015年，市级设立天
使投资引导基金和成果
转化先导基金3000万元，
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参
股注资，膨胀基金规模，
放大乘数效应，促进科技
创新及科技成果产业化。

养老产业发展基
金

2015年，市级筹
集资金4亿元，吸引社
会资本，设立首期总
规模20亿元的养老产
业发展基金，推动全
市养老服务产业快速
发展。

市区新增180处

市民卡充值点

共青团烟台市委员会

与驻烟部队签约共建

7月31日上午，在船艇与海面之
间，共青团烟台市委、烟台市青年企
业家协会与解放军驻烟某部举办共
建签约仪式，共同举办了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联欢活动。接下来，烟台团
市委、烟台青企协将遵照共建要求，
积极发挥地方资源优势，为谱写新时
期军民融合促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蒋大伟

从市政府办获悉，市政府决定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加油站综合整治行
动，坚决取缔非法建设的加油站，斩
断加油站背后的利益链条，对背后支
持者和充当保护伞的部门和个人要
依法严惩。依法整顿加油站非法经营
行为，进一步优化加油站规划布局，
控制总量，调整存量，提高效益。

本报记者 张琪

全市开展加油站

综合整治行动

1日，誉丰海鲜超市开门营
业。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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