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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围围””老老赖赖，，法法院院用用上上全全媒媒体体
全市法院院长座谈会昨召开，1-7月全市法院审执结案件40348件

西南河路

今晚半幅封闭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全福 先媛) 记者从
交警一大队了解到，因市政部门需
对西南河路进行管道维修，11日22

时至次日凌晨5时西南河路将进行
半幅封闭，半幅封闭路段为西南河
与毓东路交叉口以南至西南河与
南通路路口，由北向南右侧车道进
行半幅封闭，左侧车道正常通行。

烟台查处96起

医疗机构违法案
本报8月10日讯 (通讯员 王

善浩 记者 孔雨童) 为进一步
维护医疗服务市场秩序，烟台市卫
生计生执法人员联合公安部门于7

月开展了打击非法行医、非法采供
血“亮剑风暴”专项治理行动，共查
处医疗机构违法案件96起，罚款
14 . 7万元。其中无证行医案件82

起，罚款10 . 2万元。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张倩
倩 实习生 司令令 ) 8月8日，

“互联网+培训”高峰论坛在烟台
高新区创业大厦和高新区1号创客
空间两地点成功举办。金融街人力
资源总经理谢鑫、北京微助科技运
营总监张海营、小米培训部负责人
郭阳、创业家黑马会梁瑞、易才贝
格集团管理咨询事业部总经理单
旭东等众多国内创业知名人士参
会演讲。

本次高峰论坛由烟台高新区科
技局、烟台高新科创发展有限公司1

号创客空间主办。
会上，金融街人力资源总经理

谢鑫、北京微助科技运营总监张海
营、小米培训部负责人郭阳、易才
贝格集团管理咨询事业部总经理
单旭东、黑马会负责人梁瑞等企业
高管发言，他们讲述了企业培训、
企业创新、员工素质、大数据时代
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演讲
为创客如何利用互联网提高自身
软实力答疑解惑，营造良好的创新
创业生态环境。

2015年烟台

“互联网+培训”

高峰论坛顺利举行

本报8月10日讯(通讯员
杨海东 专刊记者 张菁 )

“快看，蓬莱阁有Wi-Fi信号，
真是太方便了”，来自苏州的杨
女士扬起手机，兴奋地和同伴
们分享着这一消息。据悉，景区
于近日实现了无线Wi-Fi的全
面覆盖，并正式投入使用。

分管智慧景区建设的蓬莱
阁管理处副主任朱龙介绍说：

“近年来，伴随高速无线网络和
智能手机的普及，游客喜欢到
了一个地方先找无线网络，这
也成了很多‘手机控’的习惯动
作。对于年轻游客来说，他们更

喜欢在景区用手机来自拍、发
送照片到微信朋友圈为自己旅
游作留念。为了满足游客需求，
我们抓住网络信息时代的机
遇，不断完善智慧化景区建设，
在景区已建成的有线局域网基
础上，扩展无线网络系统，为来
景区游客提供免费Wi-Fi上网
服务。”

据了解，相对于一般办公
楼建筑，蓬莱阁景区游览面积
大，地势较复杂，无法用简单的
无线路由器建立无线网络；考
虑到景区文物保护及经济因
素，也不允许在景区建立大型

基站。综合多方面因素，最终确
定在已有的有线局域网基础上
扩展建立无线网络覆盖。设计
人员勘察各景点地理位置后，
选择各售票点及重要通道等游
客密集景点，初步安装 1 5台
H3C公司无线AP作为无线接
入点，每台AP上安装多支全向
天线，各无线AP就近接入机
房，再连接到景区局域网，经过
一台网络控制器集中管理所有
AP和上网用户。“这样，游客只
要 在 景 区 任 意 处 登 录 上

‘PengLaiGe Wi-Fi’后，无须重
复登录即可在整个景区各处享

受免费上网体验，解决了手机
流量不足或手机信号不好等问
题。”朱龙说。

除了免费上网体验外，蓬
莱阁景区还建立了包括计算机
网络、视频监控、防盗、数字应
急公共广播、语音通讯、GPS定
位指挥、语音导览系统、手机终
端管理等8个方面的智慧管理
系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优质
便捷高效的服务。未来几年，景
区还将完善Wi-Fi系统建设，
建立微信认证、网络宣传、电子
营销等商务平台，增加与游客
间互动，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指指尖尖上上的的蓬蓬莱莱阁阁：：美美景景一一触触即即发发、、快快乐乐随随时时分分享享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旷翔宇) 10日，
全市法院院长座谈会召开，会
议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并
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部署。会
上提到，将加大信用惩戒力度，
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运用全媒
体手段“合围”老赖，维护权益
人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今年1-7月全市法
院受理案件53452件，审执结
40348件，同比分别上升9 . 7%和
7 . 5 % ，一 二 审 裁 判 正 确 率
9 9 . 9 % ，一二审服判息诉率
99 . 6%。全市法院坚持抓办案强
主业，服务发展新常态。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

结 季 建 业 受 贿 案 ，敲 响 了
2015年审理省部级官员犯罪
第一槌；全面落实立案登记
制和新行政诉讼法，推进诉
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和
1 2 3 6 8热线“三位一体”的诉
讼服务中心建设，开通律师
服务平台，让群众感受到司
法服务的优质高效；坚持抓
公开促公正，全市法院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超过49245份，
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升级“两
微两网”品牌，开展微博视频
直播庭审、“走进人民法庭”
微直播等活动，让社会公众
足不出户了解、监督法院工
作，市中院蝉联光明网“新媒

体应用十佳”称号，“公正烟
台”微博进入全国中级法院
政务微博20强，4次登上人民
网政务微博办实事排行榜。

座谈会上，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尹佐海也对全市下
半年工作任务进行部署。

全市法院将围绕服务中心
大局强化执法办案。紧紧围绕

“一带一路”、中韩自贸区建设
等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市委“六
抓六促”和“六个持续”工作思
路，依法审理转方式调结构过
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严厉打
击非法融资、金融诈骗等涉众
型经济犯罪。认真落实新行政
诉讼法要求，积极推动落实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促进依法行政。

强化司法网络查控，加大
与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的
协商力度，实现车辆登记、人
员身份、工程招投标、房地产
等信息共享。认真做好与最高
院网络查控平台的联接，力争
年底前两级法院全部完成，做
到能查能控。要深入开展打击
拒执罪等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该处罚的处罚，该拘留的拘
留，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加大信用惩戒力
度，曝光失信被执行人，运用
全媒体手段“合围”老赖，维护
权益人的合法权益。

蓬莱阁义务咨询引导员上岗啦
随着今年暑期的到来，依山傍海的蓬莱阁景区以其优美的山水风光和古老的神仙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其中散客群体更是占到了每天接待量的八成左右。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8月3日，景区发布了义务咨
询引导员招募启事。仅半天时间，电话咨询有意报名者便超过了50人。经过短时面试和培训，最终确定8名志愿者为暑
期咨询引导员。8月4日上午，他们身披授带，在蓬莱阁景区游客密集的主要路口，主动为游客分发旅游资料，宣传景区
知识，为游客指引方向，提供咨询服务，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祝华)

7月份“气质”公布

牟平居六区首位
本报8月10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7月份，市区四种污染物浓度
同比均呈向好态势，六区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排名依次为：牟平区、芝
罘区、福山区、莱山区、开发区和高
新区。

7月份各县市空气质量主要污
染物均实现同比改善，但部分县市
扬尘污染问题整治进展滞后。

烟台市双拥工作汇报会召开
8月10日下午，烟台市双拥工作

汇报会在东山宾馆召开。全国双拥
模范城检查督导组组长、全国双拥
办副主任、总政群工办副主任巴谋
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孟凡
利汇报我市双拥工作情况，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永霞主持会议。省军
区政治部主任王东海、省民政厅厅
长陈先运、省双拥办主任张魁中，
市委副书记王继东、烟台警备区政
委刘玉昂等出席会议。

孟凡利首先对检查督导组一
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
烟台是革命老区，双拥工作有着
优良传统和深厚根基，先后七次

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近年来，
我们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全局
性、战略性的重大政治任务来谋
划和推动，纳入部队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重要议
事日程和目标管理体系，坚持在
发扬革命精神中传承优良传统，
在加快发展中推进军民融合，在
拥军支前中助推强军战略，在优
抚安置中解除后顾之忧，在拥政
爱民中谱写和谐乐章，有力推动
了地方生产力和部队战斗力相互
促进、共同提高。我们将以这次检
查督导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双拥工作的
新思路、新举措，与驻烟部队共同

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双拥工
作深入发展，不断开创双拥工作
的新局面。

巴谋国在讲话中说，作为革
命老区和海防前哨，烟台的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双拥工作具有良
好基础。近年来，地方各级党委政
府坚持大事大抓、创建双拥模范
城的热情高，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富有成效，拥军支前、服务打仗血
脉相传，关心关爱优抚安置对象
举措比较有力，驻烟部队回报人
民真情奉献、积极作为，军地双方
感情深、心连心，团结融洽的良好
局面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
肯定成绩的同时，巴谋国还提出

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他强调，
烟台作为驻军大市、兵源大市、优
抚大市，军地双方要坚持不懈把
双拥工作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来
抓，进一步形成抓好双拥工作的
整体合力，着力解决工作中的热
点难点问题，使双拥工作与烟台
的战略地位相适应、与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相适应、与
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相适应，齐
心协力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烟台市
双拥模范城创建专题片。在烟期
间，检查督导组还专程到海阳市看
望了抗战支前模范。（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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