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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16日下午，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浩在市委
常委、秘书长于松柏的陪同下，
深入莱阳市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

在农法自然农业科技示
范基地、凤康食品、光大环保
能源、一品堂食品、奥佳鞋业、
中海日升天然气等项目现场，
王浩实地查看项目进度，认真
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他指
出，烟台发展要走在全省前

列，关键要靠项目作支撑。各
级各部门要把项目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要针对
有带动力的骨干产业项目少
的现状，进一步优化招商引资
结构，持续不断加大招大引强
力度，加快形成源源不断的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推
动烟台市产业迈向中高端。要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狠下功夫，
千方百计为项目建设破解好
资金、土地等瓶颈制约，确保

项目能够引得来、留得下、发
展得好。项目引进要严格把
关、宁缺毋滥，坚持最严环保
标准，必须符合环评要求，决
不能留下生态环保隐患，决不
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
边治理的老路。

在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
项目现场，王浩认真听取项目
情况介绍，实地查看流域整治
成效，对莱阳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五龙河是莱阳的母亲河，也是
莱阳发展走在前列的优势所
在。推进五龙河流域综合治
理，要坚持大视野、胸怀大格
局，打破传统水利设施建设的
思维，从生态环保的角度、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拉开大框架，
真正做成精品工程和示范工
程，努力打造莱阳崛起新的重
要增长极。好的工作思路一旦
形成，就要下定决心干，不等
不靠，迎着困难向前推，力争

早见成效、大见成效，尽快造
福莱阳人民。要坚定不移抓好
中央环保督察组转办信访问
题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
依法依规处理，做到查清一
件、整改一件、上报一件，保证
问题处理到位、整改到位、公
开到位,以立说立行、雷厉风行
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
党委政府抓环保工作的坚强
决心、感受到生态环境的可喜
变化。

王浩在莱阳市调研时指出

扎扎实实推推进进项项目目建建设设狠狠抓抓环环保保工工作作

2017山东(烟台)第9届秋
季茶产业博览会暨红木家具
紫砂陶瓷书画展将于8月25日
-28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盛
大开幕。8大展区：品牌茗茶展
区、台湾茶展区、宜兴紫砂展
区、陶瓷展区、茶具工艺品展

区、红木收藏品展区、根雕艺
术展区、名家书画展区将震撼
亮相。其中，复古奢华的红木
家具展区内，将有来自集群地
的上百年品牌红木厂家联袂
亮相，品茶，赏红木，好不美
矣。

亲赴集群地邀请 百家优质红
木厂家3-5折直销

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到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红木家具，主办
方先后奔赴福建仙游、广东中
山等全国最大红木生产线及东
阳市中国木雕城、山东淄博红
木集群地等进行邀请，有筛选
性地重点引进上百家品牌优质
红木厂商，从工厂仓库直接拉
货到展会现场，厂家直销。展示
材质涉及老挝大红酸枝、缅甸
花梨木、金丝楠木、非洲花梨木
等。

胶东第一茶博会 700家茶业
厂商邀您免费品茶

大益、天弘、六大茶山、国
汉、云南白药醉春秋、云南顺
昌古道、云南山河茶叶名山茶
人、犇龙普洱等普洱巨头，晋
丰厚、三鹤六堡、白沙溪、周公
山藏茶、湘益茯茶等黑茶豪
门，日照茶叶协会、海阳茶叶
协会、安吉白茶等绿茶品牌，
携手台湾阿里山茶业协会、台
湾唐明皇、上奉茗茶等台湾地
区知名茶企已备上好茶，邀您
免费品饮。

茶博会特设名家书画展区 30
位书画大师莅临

茶与书画艺术相结合，会
碰撞出怎样的神奇？茶博会现

场，30位国家级书画大师将莅
临，现场挥毫泼墨，袅袅茶香
中，体味别样的中华书画文化。

斗茶擂台赛 面向港城征集60
位专业茶友

茶博会现场，组委会将
联合烟台市七彩虹艺校举办
多场斗茶大赛，硝烟弥漫，选
手们为品茶、斗茶，开始舌尖
上的较量，只为了这一场争
夺荣誉的战斗。现面向港城
征集60位专业茶友。8月25日
-2 8日，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欢迎优秀的茶企、茶人、茶友
的 到 来 。报 名 电 话 ：
13335012258。

百百家家集集群群地地红红木木厂厂家家亮亮相相2255日日茶茶博博会会
福建、东阳、中山、南通等地厂家汇聚，千款红木厂价直销

8月19日-20日，烟台大悦
城将开启“冰爽购物节”活动，
市民能在商场玩钓小龙虾、砸
金蛋等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各
大品牌全城独享3折起，购物满
300返30元通用券，参与砸金
蛋、整点抽500元通用券，满额
赠礼等活动。各项活动参与方
式以及购物省钱攻略如下：

活动一 购物满300元返30元
通用券

8月19日，在大悦城服装零
售店铺购物满300元，可免费领
取30元通用券。活动地点：1楼
北中庭(星巴克旁)。温馨提示：
限量10000张。

活动二 砸金蛋100%中奖
8月19日-20日，在大悦城

购物满300元，可以参与砸金蛋
活动，100%中奖，最高100元！
还有机会获得半斤装小龙虾1
份。金蛋数量有限，先砸先得。
砸金蛋地点：1楼北中庭。温馨
提示：每人限砸1次，每天限量
600个金蛋。

活动三 免费抽500元通用券
8月19日，消费满300元并

积分，可以免费领取抽奖券，每
次抽奖，将送出10份500元全场
通用券。大悦城会员可以在7楼
良食局，消耗200积分兑换1张
抽奖券，兑换数量无上限。

抽奖时间：8月19日14:00、
17:00、19:00、21:00。抽奖地点：
1楼西南中庭(ZARA旁)。

温馨提示：中奖者需在现
场，主持人唱票3次没有收到有

效应答，奖券作废。每人限中奖
1次，中奖者需按照法律规定缴
纳个人所得税。

活动四 品牌特卖低至3折。
8月1 9日-2 0日，POLO

S P O R T 、V E R O M O D A 、
ONLY、JACK&JONES、se-
lected、O'stin、新百伦、小米、华
为、外星人、百家好等大悦城多
个品牌将组团为大家提供最优
惠的折扣。

特卖地点：大悦城1楼、2楼
公共区域。

活动五 小龙虾大作战
8月19日-20日，在大悦

城任意消费并积分，就可以
参加“小龙虾大作战”活动，
全民钓龙虾。在规定时间内，

钓到的龙虾可以换成熟虾带
走。多张小票可以多次参加。
大悦城会员还可以消耗2000
积分，在7楼良食局兑换半斤

装小龙虾1份。
游戏地点：1楼西南中庭

(ZARA旁)
本报记者 赵玲玲

大大悦悦城城冰冰爽爽购购物物节节周周六六开开启启
任意购物即可钓小龙虾，还有砸金蛋、抽奖等游戏

本报讯 8月17日，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王浩在市委常委、
秘书长于松柏的陪同下，深入芝
罘区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和生态
环保工作。他指出，各级各部门
要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
雄”的理念，坚持把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扎
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统筹做好
绿色发展各项工作，全面提升生
态环境质量，努力实现创新发
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

在莱钢集团烟台钢管有限
公司，王浩实地察看厂区厂貌，

听取相关介绍，仔细询问废气、
废水、噪声等污染整治情况，勉
励企业发挥环保倒逼作用，加快
搬迁改造步伐，促进企业转型升
级，早日实现绿色发展。在烟台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滨海西路防
护林修复工程和白石区片旧城
改造等项目现场，王浩认真听取
规划设计和工程进度情况汇报，
仔细询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要求各级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着力打造功能完善、服务优
良、市民满意的人居环境。在大

成门摄影文化产业园，王浩深入
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同志亲切
交谈，详细了解建设和运营情
况，鼓励企业开阔眼界、创新思
路，精益求精、做大做强。

调研期间，王浩指出，做好
环保工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保障，是党委政府重要的
政治责任。各级要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思想，严格按照中央环
保督察组督察山东的各项部署
要求，扎扎实实抓好环保突出
问题的整改落实。对排查发现

的、群众反映的和中央环保督
察组转办的环保事项，要不回
避、不遮掩、不护短，主动出击、
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第一时间查清问题，第一时间进
行处理，确保问题整改彻底；对
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要制定完
善的工作方案，逐事逐项明确责
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
违法违规违纪的，要严肃责任追
究，从严从快处理。要及时向群
众反馈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自觉
接受群众鉴督，进一步在全社会
营造齐心协力为环境保护做贡

献的浓厚氛围。他强调，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棚户区改造作为重要的民生
工程来抓，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
运作相结合，立足城市功能定位
和群众需求，统筹规划、科学布
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统筹安排各种资
源，充分调动起各个方面的积极
性，形成加快棚改的整体合力，
努力推动城市环境和人居环境
持续改善，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好
地享受到经济发展、城巿建设的
成果。

王浩在芝罘区调研时指出

狠狠抓抓项项目目建建设设““牛牛鼻鼻子子””打打好好生生态态环环保保““攻攻坚坚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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