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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海海关关全全面面取取消消出出入入境境货货物物通通关关单单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李薇薇) 6月
11日，记者从烟台海关获悉，根
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自6月1
日起，烟台海关全面取消《入/
出境货物通关单》，企业在申报
涉及法定检验检疫要求的进出
口商品时，报关单随附单证栏
不再填写原通关单代码和编
号。这是出入境检验检疫统一
以海关名义对外开展工作以
来，海关在关检业务优化整合、
减少企业通关环节方面的重要
举措，将推进通关环节的“去繁
就简”，使进出口企业更好享受

海关改革红利。
原申报模式下，涉及法定

检验检疫要求的进出口商品，
企业需凭《入/出境货物通关
单》报关。取消《入/出境货物通
关单》后，企业在申报时可以自
主选择通过“单一窗口”向海关
一次申报，或者单独报关报检。
选择单独报关报检的，企业应
当在报关单随附单证栏中填写
报检电子回执上的检验检疫编
号，并填写代码“A”(进口)，或
者报检电子底账数据号，并填
写代码“B”(出口)。

“海关取消通关单后，通过

‘单一窗口’一次性报关报检，
报关手续更加简便！”山东朗越
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报关经
理隋晓霞感叹。

据了解，2017年全年，烟台
口岸通关企业共办理《入/出境
货物通关单》约5 . 8万批，其中
入境约1 . 4万批、出境约4 . 4万
批。全面取消出入境货物通关
单后，涉及法定检验检疫要求
的进出口商品企业申报时间大
幅缩短，对进一步提升通关效
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
利化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

6月7日是烟台学子高考的
第一天，在恒丰银行新一届领
导班子的正确指导下，烟台分
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组织所
属网点开展了“助力高考 恒
丰银行为梦想添翼”的爱心服
务活动，让考生和家长感受到
来自恒丰银行的一份暖心关
怀。此次助力高考活动彰显了
该行的责任担当意识，弘扬和
传递了恒丰正能量。

据了解，恒丰银行烟台分
行所辖各网点在烟台一中、莱
山一中等考点门口设立恒丰爱
心服务站，志愿者们搭起伞篷、
拉起横幅，并准备好休息的椅

子，为过往的考生和陪考家长
免费提供考试用品、饮用水、小
扇子、清凉油和休憩桌椅等贴
心服务，还为一直在炎炎烈日
下值勤的交警同志送上矿泉
水。虽然考场外阳光刺眼，酷热
难耐，但在恒丰爱心服务站却
处处充满温馨。

烟台分行还印制了精美
的宣传折页，提醒考生和家
长考试期间的注意事项，鼓
励考生放松心态，积极应考。
在家长们等候休息的间隙，
志愿者们为学生家长详细介
绍九州卡、手机银行、网银等
恒丰产品信息，耐心解答了

考生家长对孩子上大学后的
学费扣划、生活费转账等金
融问题 ,活动得到了家长们的
一致好评。

此次“助力高考 恒丰银
行为梦想添翼”的爱心服务活
动，是恒丰银行烟台分行践行

“温暖·2018”服务提升系列活
动，全面推广“全心服务”品牌
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烟台分行
将继续立足本土，服务地方，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发挥金
融主力军的作用，以更加优质
的服务为广大客户提供便利，
回馈社会。(通讯员 薛瑞 吕
佳伦)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助助力力高高考考

助推特种设备安全

今年以来，烟台市特检
院按照职能任务需求，努力
发挥技术职能的优势，全力
支持和服务全市特种设备安
全，以深入企业，积极对接服
务、加强巡查，督促隐患整
改、及时沟通，注重宣传等实
际行动推动了地方经济发
展。(通讯员 金鹏)

精心服务，喜获赞誉

6月7日上午，万华化学
烟台生产基地设备管理部经
理崔海兵来到烟台市质监
局，把写有“高效廉洁 服务
企业”的锦旗送到烟台市特
检院李培中院长手中，对特
检院全力服务基地建设、精
心检验特种设备以示感谢。
(通讯员 金鹏)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张涵 闫程
翔) 11日，记者从莱山区卫计
局获悉，近年来，莱山区积极响
应国家、省、市发展医养结合产
业文件号召，认真贯彻落实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战略部署，以

“四种模式"并行全力推进医养
结合工作深入开展，加快推进
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深度融
合，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健
康养老需求。目前莱山区有医
养结合机构6所，医养结合床位
已突破3000张。

据了解，莱山区将医养健
康列为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依
托莱山区为市政府所在地优
势，发挥得天独厚、依山傍海、
宜居养老的优美自然环境，充
分利用好现有医疗、养老服务
资源，挖掘、激发其潜力，发展
医养结合服务机构，涌现出一
大批高端医康养项目，医养结

合产业呈现多点开花、雨后春
笋的大好局面。

开展 "大医疗小养老 "模
式。即医疗为主、养老为辅模
式。莱山区解甲庄街道、院格庄
街道、莱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均开展医康养一体化服
务，内设日间照料中心。医护人
员组织老年人学习健康养生及
疾病预防知识，普及疾病预防
大于治疗理念，推动老年人群
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高。发挥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优
势，灵活利用针灸推拿、拔罐、
理疗、熏蒸、药膳等特色治疗方
式调理慢性病，提高老年人生
活质量，取得满意效果。

同时，以烟台市老年福利
服务中心为代表的养老机构开
展养老为主、医疗为辅的“大养
老小医疗 "模式。中心可容纳
1000名老人入住，内开设社区
卫生服务站和康复中心，配备

医护技术人员23名，并与烟台
山医院达到合作协议。2016年
配备现代化的智能养老设备，
实现了对老人智能定位、越界
报警、智能照护、智能查体等功
能，多年来入住率一直达到
100%。

而莱山区社会福利中心与
烟台凤凰山医院形成“两院一
体"模式，医疗、养老并重，莱山
区社会福利中心为公办养老机
构，设置床位1000张，凤凰山医
院为二级民营医院，医院在社
会福利中心内设置老年病科，
两者虽然投入性质不同，但有
机融合，实现了服务资源最优
化，为老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医
疗健康服务，养老床位多年来
供不应求。

此外，莱山区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每年组织65岁以上的
老年人查体1次，为65岁以上老
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并根据查

体结果，开展有针对性服务。对
健康老人，开展健康教育、健康
诊疗、慢性病防治等服务。提供

“居家养老+医疗网络"服务模

式，医疗机构将服务对象延伸
到周边社区居民，为居家老年
人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为患病
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莱莱山山区区医医养养结结合合床床位位突突破破33000000张张
开展“大医疗小养老”等四种模式，为老人提供医康养一体化服务

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孙东 常虹)
据烟台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官
方数据，烟台六区上周 ( 6 . 4 -
6 . 10)新建商品房销售1292套，
比前周减少2 . 85%。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
售量最高的是牟平区，销售458
套。其中烟台中冶B4地块 ( 7-

12、18、29-32、35号楼)销售77套,
伟成·东南海3、4号楼销售64套,
丰金紫金山庄·和园二期销售
45套。

芝罘区次之，销售259套。
其中烟台世茂海湾1号销售38
套 ,红星国际广场销售36套 ,天
安山水龙城E区销售21套。

开发区第三，销售253套。

其中中南熙悦小区14-18号楼、
20号配套公建销售74套,海信天
山郡4、8号楼销售25套 ,海信天
山郡2、3号楼销售15套。

福山区销售195套，成交主
力项目有清悦山庄3-6、9-12号
楼销售26套 ,奥林峰情三期70、
73号楼销售26套 ,奇泉梨花村
11、17、24、26、33号楼销售24套。

莱山区销售 7 0套，销售
排在前列的项目有暖山国际
城二期 5 - 9、1 8 - 2 0号楼销售
12套 ,大华上海滩花园销售12
套 ,东区科技城3-6号楼销售6
套。

高新区销售 5 7套。成交
主力项目为正元怡居 1 - 4号
楼销售12套 ,金海名园二期二

段销售7套 ,保利·爱尚海销售
6套。

在商品房预售审批方面，
上周新增审批预售项目2个，比
前周减少4个。项目为牟平区丰
金紫金山庄·和园1区3号楼、3
区1、3、5-7号楼，福山区乡村记
忆小区二期26号商住楼、27号
楼。

上上周周六六区区新新建建商商品品房房销销售售11229922套套
牟平区新建商品房销售458套排名榜首

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康复治疗师在为老人做康复指导。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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