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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福彩刮刮乐“十全十美”
促销活动开展以来，不少莱州
彩友通过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
参与了此次营销活动，其中，有
6名幸运彩友赢得了高档山地
车。9月15日上午，烟台市福利
彩票销售中心莱州管理站通知
了这6名幸运彩友，为他们举办
了颁奖仪式，并将山地车发到
了获奖彩友手中。

在福彩刮刮乐“十全十美”
促销活动山地自行车颁奖仪式
现场，来自莱州市各镇街的六
名幸运彩友齐聚一堂，互相交
流各自买彩、中奖的经历。上午
9时30分，颁奖仪式正式开始，
烟台福利彩票销售中心莱州管
理站站长杨大尉向在场获奖彩

友们表示了祝贺，并向大家介
绍了参与刮刮乐“十全十美”促
销活动的方式方法。

在随后举行的颁奖仪式
上，杨大尉向每位获奖彩友们
颁发了山地自行车一辆，颁奖
现场气氛热烈，每位彩友脸上
带着开心的笑容。他们纷纷表
示要将自己的幸运经历分享给
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
了解福彩、参与福彩，在奉献爱
心的欢乐中收获幸运。

彩友卞英霞说，别看她
是女士，但十分喜欢“福彩刮
刮乐”，一听说福彩刮刮乐有
了新票种，并且有1 6 0 0万的
红包和1100辆山地车的配套
活动，就马不停蹄地奔赴投

注 站 ，开 始 自 己 的“ 十 全 十
美”之旅。“我是特别幸运，只
刮了3张彩票，扫码的时候就
中了一辆山地车，这运气简
直爆棚了。”卞英霞说，在接
到福彩通知说要颁奖时，她
放下手头上的所有事情，乐
呵呵地就来了。

据了解，本次福彩刮刮乐
“十全十美”促销活动将持续
至9月28日，活动期间，凡购买
即开型福利彩票“十全十美”
的彩友们，除依照规则赢取票
面奖金外，在每日9：00-21：00
之间，通过“福彩刮刮乐”客户
端扫描“十全十美”票面“玩法
二”覆盖膜下的促销二维码，
便可参与促销活动，有机会赢

取高档山地车，全省共1 1 0 0
辆；还有机会赢取红包奖品，

全国合计金额1600万元。
通讯员 丛伊彦

““十十全全十十美美””送送山山地地车车了了！！
莱州这几个人组团骑走了一批高档山地车

6名幸运彩友赢得山地自行车。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郑法伟) 19
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在
北京召开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表彰大会。会上，对2013-
2016年度全国综治工作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烟
台市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优秀城市”称号，第四次捧
得“长安杯”。这是自1992年以
来，烟台市连续第七次获此殊
荣，实现了“七连冠”，也是全国
唯一获得“七连冠”的城市。省
委常委、烟台市委书记王浩出
席表彰大会并代表烟台领奖，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洪旭
在烟台分会场参加会议。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优秀城市”是国家在政法综治
领域设立的最高综合性奖项，
由中央综治委、中央组织部、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四

年评选一次，自1991年至今，共
进行过七次评选。烟台市连续
七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优秀城市”称号，是全市各
级党委政府对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高度重视、常抓不懈的
结果。烟台市的政法综治工作
起步较早、基础较好，经历了不
断探索创新的过程。

1991年全国第一次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烟台市
召开，标志着烟台进入综合治
理新时期；2003年烟台市率先
提出打造全国最安全城市的奋
斗目标，标志着烟台进入平安
建设新阶段。此后，经过全市上
下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05年，
烟台市连续四次荣获“全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称
号，同时捧得“长安杯”。为顺应
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市委、
市政府于2007年作出了建设和

谐稳定模范城市的战略部署。
经过全市上下三年的努力，
2009年烟台市第五次荣获全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
再次确认“长安杯”，成为全国
两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之一。以
此为标志，和谐稳定模范城市
建设第一阶段工作圆满完成。
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市
委、市政府以创新社会治安为
载体，以致力和谐稳定为主题，
从而在新的更高层次上推进和
谐稳定模范城市建设。2013年，
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实
施“三城联创”，全面建设法治
烟台、平安烟台、和谐烟台的部
署，以此作为新时期烟台市深
化政法综治工作、维护大局和
谐稳定的新思路、新目标、新载
体，作为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
设在烟台的具体化、地方化、特
色化，作为打造全国最安全城

市、创建和谐稳定模范城市的
继承和延伸。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全市政法综治部
门以法治建设为基础，以平安
建设为载体，以和谐稳定为追
求，积极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
手段创新，完善和发展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体系建
设，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充分发挥党
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统筹抓好
发展这一硬道理与稳定这一硬
任务，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
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
力推进；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
位齐抓共管的优势，加大资源
整合力度，不断增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工作合力；充分发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方法

的整体优势，切实提高驾驭社
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充分发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网络
优势，在加强基层组织、壮大基
层力量、强化基础工作、完善工
作机制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夯实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充
分发挥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
优势，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
众积极投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最大限度地让人民群众
感受到平安创建活动的实际成
效，真正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
享平安的良好局面。经过全市
上下的共同努力，全市社会大
局的持续和谐稳定，烟台也成
为全国全民守法、规范执法、遇
事用法的“法治热土”，发案最
少、秩序最好、群众最满意的

“平安高地”和“富庶祥和、政通
人和、文明亲和、安定平和”的

“和谐家园”。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昨在北京举行，烟台成绩亮眼

四四捧捧““长长安安杯杯””，，优优秀秀城城市市““七七连连冠冠””

授予单位：中央综治委、中央组织部、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993年 烟台市首次荣获该称号；
1997年 烟台市第二次荣获该称号；
2001年 烟台市第三次荣获该称号；
2005年 烟台市第四次荣获该称号，捧得“长安杯”。
2009年 烟台市第五次荣获该称号，再次确认“长安杯”。
2013年 烟台市连续第六次获此殊荣，是全国获得“六连冠”的两个城市之一，

并再次确认“长安杯”。

““全全国国社社会会治治安安综综合合治治理理优优秀秀城城市市””

全国文明城市“四连冠”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首批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试点城市
全国创业先进城市
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国家森林城市
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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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周君)
由共青团烟台市委主办的

“音为梦想 VOICE烟台”
青年原创音乐演唱会将于9
月23日(本周六)晚7点30分
在胶东剧院举行，届时将为
大家带来一场充满青春与活
力的视听盛宴。据悉，本次演
唱会将免费对外界开放，参
加演出的这些优秀音乐人是
通过为期两个月的层层海
选，从50多名选手中选出的，
只为给真正喜欢音乐的朋友
一场狂欢。

据介绍，烟台团市委作
为全国七十二个“筑梦计划”
试点城市之一，旨在通过形
成一股工作力量、搭建一个
工作平台、组建一个梦想导
师团队、建立一套服务联系
机制、开展一系列有效的活

动等方式，为烟台青年创造
一个连通世界的窗口，打造
烟台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才
艺展示舞台。

取票方式有两种：1 .拨
打电话：18660588512(微信
同步)；2 .市内票务领取处
(每人限1-3张，座位随机)：

芝罘区：
通世路90号-2 共青团

烟台市委116室
烟台市青少年宫志愿服

务站
通世南路-烟台1861创

意产业园B3楼308室
朝阳街-会英街16号酒

吧
莱山区：
观海路148号(一汽大众

院内)现代节拍爵士鼓教育
联 系 电 话 ：

18660588512、6251155。

烟烟台台音音乐乐人人云云集集胶胶东东剧剧院院
周周六六听听他他们们唱唱给给你你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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