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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烟台战役”情况

66名名举举报报人人每每人人奖奖励励22万万元元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9月29日，烟台市举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烟台战
役”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
获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烟
台战役”期间全市公安机关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烟台战役，取
得了重大战果。同时，公安机
关也不忘对举报涉黑恶线索
有功群众进行奖励，现场向近
期举报涉黑恶线索有功的6名
群众颁奖。

据烟台市公安局工作
人员介绍，为全力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根据
中央扫黑除恶第5督导组和省
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省

公安厅的部署要求，9月6日至
2 5日，全市公安机关集中时
间，集中力量，开展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烟台战役，取得了
重大战果。期间，以涉嫌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立案1起，打掉
恶势力犯罪集团1个，涉恶类
团伙案件20个，破获案件43起，
刑事拘留89人，抓获逃犯4人，
敦促投案自首4人，报捕47人，
移诉15起100人，扣押资产、资
金100余万元。烟台战役期间，
移诉2起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

坚持出重拳，下狠手，在
提速、提质、提效上狠下功夫，
全面提升战果。聚焦侦办督导
案件。对中央扫黑除恶第5督

导组交办61起案件，按照事不
过夜、2日内反馈基本情况，6
日内反馈核查结论或进展情
况的要求，6 1起案件全部反
馈，查结15起，破案5起，抓获
嫌疑人8人。强力突击重点案
件。9月10日，在市扫黑办和市
公安局扫黑办的统一协调下，
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将杨某
等人恶势力犯罪团伙重新以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立案侦查。加快线
索核查进度。市、县公安机关
成立线索核查专班，对各类线
索快速处理、快速核查、快速
回复。期间，共查结举报线索
76件，占专项行动以来总查结
数的63%，其中查结部级线索6

件，省重点线索10件，省一般
线索12件，市级线索48件；阶
段性反馈274件，反馈率100%；
约见举报人550人，最大限度
地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加
大侦查打击力度。强化主动进
攻，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确保
快出战果，多出战果。9月 2 2
日，开发区分局经过近5个月
的侦查，成功将王某振等人涉
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移送审查起诉，起诉
1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隐
匿、故意销毁会计账薄、会计
凭证，挪用资金罪，故意伤害
罪等5个罪名11起案件。9月25
日，牟平分局经过4个多月的

侦查，成功将王某玉等人涉嫌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移送审查起诉，共起诉
9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敲诈勒索、非
法拘禁、非法采矿、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非法经营等7个罪
名23起案件。

全市公安机关充分利用各
类媒体，广泛宣传中央专项督
导和专项斗争成效，有效震慑
犯罪，鼓励群众检举揭发、提供
线索，敦促更多的不法分子投
案自首。公安机关也不忘对举
报涉黑恶线索有功群众进行奖
励，发布会现场向近期举报涉
黑恶线索有功的6名群众颁奖，
每人2万元整。

果业“大咖”们的盛会

22001188中中国国苹苹果果年年会会在在烟烟台台举举办办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钟

建军 杜晓丹 通讯员 任富
国) 9月29日，记者从烟台市
农业局获悉，为 推进果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苹果产
销对接，促进苹果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烟台于9月29日在招远
举办“2018中国苹果年会暨烟
台苹果产销对接会”。

据介绍，本次会议由中国
果品流通协会、烟台市农业局、
招远市人民政府主办，烟台市
苹果协会、招远市农业局承办。
山东品牌农产品综合服务平
台、星宏集群公共事务、北京新
发地 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北京金秋果香商贸有限公司、
中粮期货有限公司、鲁证期货
股份有限公司、每日优鲜、盒马
鲜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品经
销商、大型连锁超市采购经理、
大型批发市场和新锐果品电商
负责人，全国各苹果主产区政
府，烟台市、县两级农业局及有
关单位的领导、200多家苹果龙
头企业、合作社负责人参会。

会场外面设立了展示区，
烟台苹果“大咖”们拿出了优质
苹果和苹果产品进行展示。面
对即将到来的苹果销售旺季，
烟台金水果农业科技公司的张
海明信心满满地说，“今年的销
售额可能突破1个亿。”博士达
集团带来了新研发的苹果脆
片，展示台前围满了品尝的代
表。除了优质的烟台苹果外，大
户庄园带来的葡萄——— 阳光玫
瑰，口感好、甜度高、味道香，让
众多与会代表连连称赞。

据介绍，烟台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苹果产业培育和发

展，先后出台系列文件，逐步建
立起完善的苹果产业发展政策
体系。同时，市财政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支持矮砧集约栽培苹
果园建设、精品苹果示范基地、
新品种新技术展示园等一批项
目实施，带动产业发展水平全
面提升。目前，烟台苹果栽培面
积达282万亩，产量484万吨，苹
果产业已成为烟台农业的支柱
产业，“烟台苹果”品牌价值达
137 . 39亿元，连续十年蝉联中
国果业区域公用品牌第一品
牌。多年来，烟台把抓好苹果产
业作为富农强农的重要工作，
已建成8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和绿色农业示范区，建
有果品贮藏库1400多座，储藏
加工能力超过400万吨，实现周
年供应；果品上市企业4家，开
发苹果精深加工产品7大系列
100多个品种，出口到世界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烟台苹果网上
销售额超过15亿元，年出口量
占全国的1/4。

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林国
华称，2018中国苹果年会暨烟
台苹果产销对接会邀请全国果
品主产区的政府、行业协会和
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分析研判苹
果产销形势，面对面洽谈苹果
产销大计，必将对促进各主产
区的苹果市场销售和苹果市场
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会上，还对烟台市苹果协
会评选出的“烟台苹果十佳经
销商”“烟台苹果十大品牌”进
行了颁奖表彰。

这次大会是中国苹果产业
界的高峰论坛，同时也是烟台
苹果产业的一次产销对接会，
部分烟台果商与经销商上台签
约。

烟烟台台实实现现居居住住证证当当场场制制发发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张洁) 9
月30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
获悉，为认真贯彻深化“放管
服”改革，落实“一次办好”的
部署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聚
焦群众最急最需最期盼的问
题精准发力，进一步优化流
程，提高效率，消减繁琐环节
手续。目前已在全市县级公
安机关和流动人口较为密集

派出所集中配备居住证件制
作设备，实现居住证件当场
制发。

据警方介绍，今后凡是
有证据证明已在居住地实际
居住满半年，或能提交证明
材料(如学校入学通知书、单
位调动、批准文件、录聘用证
书、劳动合同、租房协议等)明
确预期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
人口，均可当场申领居住证。

烟烟台台市市质质检检所所油油品品实实验验室室即即将将建建成成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宋吉利
孙金霞) 为提升油品检验
能力，烟台市质检所加大投
入建设油品实验室，目前房
间布局、实验台设计、安装已
完成，仪器设备安装、调试已
基本完成，争取于2018年年
底通过资质认定。

该实验室建成后，将拥
有汽油辛烷值测定仪、气相
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等高精

尖仪器设备，能够对汽油产
品进行全项检测，对润滑油、
柴油等产品进行部分项目检
测，检验项目包含抗爆性(研
究法辛烷值、抗爆指数)、着
火性、十六烷值、十六烷指
数、诱导期、硫醇含量、苯含
量、氧含量、甲醇含量、润滑
性、多环芳烃含量、脂肪酸甲
酯等，大大提升了全所油品
检验能力，有利于更好地服
务于企业与社会。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梨香迎“国庆”履职促安全
国庆节来临时，也是“莱

阳梨”成熟收获的时节，莱阳
市政府开启“采摘与互联网”
相结合销售模式，打造莱阳梨
绿色销售通道。烟台市特检院
莱阳工作站积极配合当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执法部门针
对节日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的
特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
查。(通讯员 李春晓 金鹏)

开展联合检查
“十一”临近，烟台市特

检院莱阳工作站配合相关部
门开展联合检查，此次联合
检查以辖区各大宾馆和“十
一”期间游客相对较多的农
家院、火锅店以及各大旅游
景点为主，共检查涉及特种
设备安全的监管对象5 0余
家。(通讯员 金鹏)

烟台苹果企业员工展示苹果脆片产品。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新新一一代代海海关关税税费费电电子子支支付付系系统统今今天天启启用用
烟台外贸进出口企业平台上一站式办理手续，流程更加便捷

本报9月30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李薇薇) 9月30
日，记者从烟台海关获悉，10月1
日起，烟台海关将正式启用新一
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停止
使用原海关税费支付系统。届
时，烟台外贸进出口企业在“单
一窗口”“互联网+海关”等平台
上缴纳税款，实扣成功后系统会

自动放行，流程更加便捷，企业
将享受更多改革红利。

海关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
是海关总署开发的一套以“单
一窗口”“互联网+海关”为平
台，以财关库银横向联网为基
础，借助国库TIPS系统传输通
道，实现海关税费电子信息在
海关内外网、政企服务平台、国

库和商业银行之间高效传输、
税(费)入库(账)全程无纸化的全
新税费支付系统。外贸企业使
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可以
在“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
等平台上实现一站式办理报关
单申报、税款缴纳、税单自主打
印等手续，进一步方便企业，缩
短通关时间，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走路”。
目前，烟台海关已组织辖

区内多家企业试用新一代税费
支付系统，系统运行良好，提升
通关效率效果明显。烟台祥宸
报关行经理李昌毅介绍：“1票税
费支付成功后，5分钟左右报关
单便放行结关了，提升了货物
通关速度，降低了物流成本。”

为确保新一代税费支付系
统顺利推广应用，烟台海关通
过多种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协
助银行和企业及早完成签约，
指导广大进出口企业更好地熟
悉系统应用，保障货物正常通
关，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助力烟台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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