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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居民民违违章章用用热热，，热热企企开开出出550000元元““罚罚单单””
住户拒交放水费被强制停暖，这钱该不该交双方各执一词

本报讯 近日，国家外汇
管理局烟台中心支局对全辖27
家外汇指定银行的2016年银行
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进行了
通报，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在执
行外汇管理情况考核中再次获
得最高级别A类。这是恒丰银
行烟台分行在外汇局对外汇指
定银行开始考核以来连续七年
获此殊荣。

2016年度，外汇局根据国
家推出的“控流出、扩流入、稳

预期”政策措施，重新修订2016
年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高度
重视外汇业务的合规经营，
将外汇政策执行情况作为全
行外汇业务合规管理的重点
工作。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
的外汇业务考核体系，形成
了以内控制度为根基、以考
核为动力、以培训宣传为抓
手，从分行到各支行、从高管
人员、部门负责人至经办人

员各个层面，都对该项工作
高度重视，齐抓共管、同心协
力，扎实推动外汇数据质量
的稳步提升。

2016年度，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贯彻落实总行“ 1 1 1 2·
5556”工程和“12345”行动纲
领，以“亮剑行动”为精神砥
砺，不断践行“狼兔”文化，加
大执行力度，深入推进合规化
经营。

(通讯员 吕庆利 徐中华)

乌乌克克兰兰美美女女乐乐团团将将亮亮相相福福山山剧剧院院新新年年演演唱唱会会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师生28日带来视听盛宴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郝湘婕) 12
月28日、29日即将在福山剧院
上演的“乌克兰DK国际女子乐
团新年演唱会”，值得期待。本
场演出汇聚了30余名乌克兰、

意大利、白俄罗斯、俄罗斯及中
国等多国艺术家、音乐家，现场
观众不仅能听到莫扎特《嬉游
曲》、维瓦尔第《四季》等古典名
曲，还会欣赏到用中文演唱的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暗香》等
曲目。

DK国际女子乐团中大部
分成员曾经是柴可夫斯基音乐
学院的高材生和老师，多人在
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奖，演奏水
平超高。

据悉，乐团负责人将改变
传统演唱会的演绎模式，打造
出一台典雅、时尚、性感集一体
的音乐盛典。曲目不仅涵盖了
西方经典名作，更有中国观众
耳熟能详的中文曲目。观众将

领略乌克兰美女版的《九儿》
《花房姑娘》《新长征路上的摇
滚》《暗香》《不见不散》《我心永
恒》《喀秋莎》等脍炙人口的经
典曲目。

除本场演出外，福山剧院
2017年1月6日的中国国家交响
乐团城堡室内乐团音乐会、
2017年1月7日的儿童剧《小美
人鱼芭比》、2017年1月13日的
话剧《嫁给经济适用男》、2017
年1月14日的话剧《隐婚男女》、
2017年1月21日的“国家京剧院
京剧名段演唱会”现均已开票。

关注“烟台大剧院”“烟台
福山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更
有 九 五 折 优 惠 ，订 票 电 话
6605566、6615566。

““新新安安22微微米米””成成功功为为患患者者
清清除除鹅鹅蛋蛋大大小小的的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组组织织

“困扰我多年的前列腺增生问题，
这下子终于解决了！”昨日，家住莱州
的赵大叔在专业男科医院新安男科医
院通过“2微米”成功解决了困扰他近
十年的前列腺问题。

“一到冬天晚上起夜十几次，从来
就没有睡过好觉，整天昏昏沉沉的。”
赵大叔说，他患前列腺增生已多年，因
为刚开始没有重视，错过了治疗的最
佳时间，前列腺长到了鹅蛋般大小，又
因增生较大，去过的很多医院都说他
的体征不适合做手术，因此只好一直
采用药物控制病情。

最近，病情加重，让他身心饱受煎
熬。经亲戚介绍来到新安男科医院。经
检查，赵大叔的前列腺增生已引起双
肾积水、膀胱失代偿等问题，必须尽快

接受治疗。原北京301泌尿外科主任、
新安男科医院院长曾祥福教授专程从
北京赶来，为赵大叔实施了“2微米”手
术，成功清除了鹅蛋大小的前列腺增
生组织。

曾祥福教授称，新安男科医院引
进的“2微米”激光系统，采用一根直径
0 . 3毫米的光纤，在膀胱尿道镜直视下
通过患者的尿道到达增生前列腺处，
这时波长仅为2微米的激光去除增生
组织，不需要开刀、没有开放式手术创
口，术后5天左右就能出院，而且无后
遗症，对腺体大小没有限制，一些难以
承受开放性手术的高龄患者也可接受
治疗，是当前治疗前列腺增生最理想
的技术。

咨询电话：2996666。

蓬蓬莱莱接接受受生生物物安安全全隔隔离离区区评评审审

本报12月13日讯 (通讯
员 刘业生 记者 秦雪
丽 ) 近日，蓬莱禽畜养殖
规模最大、禽肉出口产量最
多、检验检疫重点监管的食
品生产企业总公司民和牧

业迎接了农业部中国动物
卫生与流行病学专家组，专
家组对山东民和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无高致病性禽流
感生物安全隔离区开展为
期3天的评审。

栖霞获竞赛团体第二名
近日，栖霞市市场监管

局在全省《山东省特种设备
安全条例》知识竞赛活动中
获得团体第二名。(徐欣明
林宏 金鹏)
电梯困人如何自救

电梯给我们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
事故。近期，特检院专家给市
民讲述了电梯困人时，应如
何正确操作。(通讯员 金鹏)
一旦被困应及时按报警按钮

一旦被困电梯时，不要慌
张，应该及时按下电梯里的报
警按钮，这个按钮一般是跟值

班室或者监控中心连接，值班
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并联系维
保单位。(通讯员 金鹏)
行为习惯新要求

对特检人员行为习惯、
行风建设提出要求，要求他
们守规矩，懂纪律、尊秩序，
使之自身模范作用明显，带
动所有检验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通讯员 金鹏)
强化质量意识

强化质量意识，梳理检
验流程，加强检验过程的监
控，健全质量状况分析和风
险预检制度，确保检验结果
准确可靠。(通讯员 金鹏)

葛特检快讯

莱莱阳阳市市公公共共就就业业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搭搭建建人人才才平平台台畅畅通通就就业业渠渠道道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张
菁) 近日，烟台市福山区一小
区业主私安放水阀被热力公司
罚款500元，该业主拒交罚款被
强制停暖。这款该不该交？记者
进行调查发现，烟台供热办法
未对罚款事宜作明确规定。

刘先生家住烟台福山御花
园小区11号楼，据他介绍，小区
的暖气一直不怎么热，找热力
公司解决，工作人员回复的就
是来小区给放放水。多次打电
话之后还是没有改善，刘先生
就在家中安了个放水阀，希望
通过放水排气，让家里温度升
高一点。

近期，热力公司的工作人

员在上门检查时，发现了刘先
生家私自安装放水阀。“当时热
力公司的人说让我立刻卸掉，
再去公司写个保证书，我答应
了。可是等我去公司大厅办理
的时候，又让我交500元放水
费，我觉得这不合理。我已足额
交纳暖气费，因为家中不热投
诉无果才安装了放水阀，怎么
就要罚款了呢？”刘先生无奈地
告诉记者，以前并不知道安装
放水阀还要罚款，自己已经答
应工作人员立刻卸掉，为什么
去处理的时候又变了卦。

13日下午，记者联系了福
山热力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刘
先生后期加装放水阀并没有咨

询过公司，私自放水会导致整
栋楼管网压力失衡，楼上的住
户都会受到影响。根据《烟台市
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规定，
用户私自将自建的用热设施与
供热管网连接、擅自改造、拆卸
用热设施、擅自改变热用途等
影响供热的行为并造成损失
的，用户应当予以赔偿。所以公
司要求刘先生交纳500元放水
费，而刘先生并未按时交纳此
费用，所以强制停暖。

罚款500元有无依据？对
此，记者致电烟台市供热燃气
管理处咨询这一情况，工作人
员表示，管理办法中并未对如
何处罚作出明确指示。往年也

出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劝
解拆除来解决的，还没要求用
户交纳过放水费，供暖属于属
地管理，建议咨询福山城管局。
随后记者又致电福山城管局热
力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
先生私自安装放水阀在先，改
变了室内采暖设施的正常用
途，现在也无法判断刘先生的
行为给热力公司造成多少损
失，赔偿金额没法断定，也无法
要求热力公司立刻恢复供暖。
至于收取500元放水费是否合
理，这个还需要咨询物价部门。

记者从烟台市物价局相关
部门了解到，目前烟台的物价
部门并没有出台具体的罚款标

准，福山热力公司的行为应该
属于企业经营行为，建议刘先
生还是和福山热力公司进行协
商。

据了解，《烟台市城市集中
供热管理办法》中对用户影响
供热的行为并未有明确的处罚
条款，仅指出违反规定造成损
失的，用户应当予以赔偿，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截至记者发稿时，刘先生
家中依然没有恢复供暖，想到
家中老人和怀孕五个月的妻子
仍在受冻，刘先生非常着急。福
山热力公司表示，若刘先生坚
持不交500元放水费，公司将不
会恢复刘先生家的供暖。

本报讯 莱阳市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中心开展“二
学一做”以来，以搭建就业人
才平台，畅通就业渠道为契
机，对失业职工培训基地、招
聘市场大厅、办理就业服务
大厅进行升级改造，打造就

业服务平台，树立了就业服
务窗口新形象。12月8日顺利
迎来装修后首个市场开放
日，受到招聘的单位和应聘
的人员称赞

(通讯员 尤志娟 周
汉涛 徐宁)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
连连续续七七年年获获评评外外汇汇管管理理AA类类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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