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蓝色经济区，工商局一路“绿灯”

今后“半岛蓝色”可作企业字号
本报记者 李岩侠 秦雪丽 通讯员 林吉杰

3月23日，记者从烟台市工商局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更好地服务蓝色经济
区建设，市工商局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相关企

业将“半岛蓝色”注册为企业字号；拓宽渠道帮助企业融资，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创建小额贷款公司；另外还
将实施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100工程”，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帮扶百家企业发展。

三周新增

32个肺结核患者
春季高发期

市民要做好防范准备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闫丽

君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刘东)

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来临之

际，23日，记者从烟台市疾中心获

悉，近期我市的肺结核发病率呈平

稳上升趋势，涂阳病人发病率呈下

降趋势。随着天气转暖，有关专家

提醒市民，要做好防范准备。

23日，家住福山的余先生咳

嗽、低热了很长一段时间，开始都

是自己在药店买点药，实在坚持不

住了到医院一做检查，被医生诊断

为肺结核，并被建议转诊到烟台肺

科医院进行专门治疗。

随后，记者从烟台肺科医院获

悉，进入三月以来，因患肺结核而来

住院的患者明显增多，截至21日，三

月份短短21天，医院新增了32个病

号。“上个月才不到40个患者，这个月

一下子增加到72个。”肺科医院防痨

科科长安平娟告诉记者，但是这比去

年同期减少了20多个病号。

安科长介绍，春天来了，随着

气温回升，肺结核病开始进入高发

阶段，每年的3月份，都会是一个

高峰期的开始。

“这些年，通过宣传和健康教

育，市民多数已经对肺结核有了比

较科学的认识。一旦出现了久咳不

止、痰中带血、咯血等症状，市民和

医务工作者都能想到有可能是肺

结核，会采取相应的检查措施确

诊，而这是控制肺结核的最主要的

措施。”烟台市疾控中心结防科科

长高少波指出。

“对于普通市民，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是预防结核病最有效的方

法。”高少波说，家里一定要保持通风

换气，空气新鲜；而市民自己一定要

注意劳逸结合，要有足够的营养和睡

眠，还要有适当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

炼，这样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

双重感染者增多

结核防控面临新挑战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刘东) 23日，

记者从烟台市疾控中心获悉，尽管我

市在结核病防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但是随着耐药性结核病和双重

感染患者的增加，今年我市在结核病

防控工作上又有了新的任务和挑战。

据烟台市疾控中心结防科科

长高少波介绍，当前我市存在着肺

结核涂阳复治病例逐年增多、治愈

率有所下降的趋势。“这说明我市

耐药结核病人流行的危险因素大

大增加。”高少波说。

不仅如此，目前我市还发现了

一些艾滋病结核病双重感染的患

者。她说，HIV是已知能够增加结

核病发病危险的最强的因素，与未

感染HIV者相比，HIV感染者发生

结核病的危险是常人的10倍。

高科长表示，除了艾滋感染者

本身易染结核病菌而外，耐药性结

核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患者对服

药的长期定期规律服药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治疗的依从性差，最终

由不规则治疗引起的。

所以，规则化疗才是治愈结核

病的关键。她说，患者在享受免费

治疗期间应与医生积极配合，树立

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信心，坚持完

成6-8个月疗程，不漏服药。服药

后一旦出现副反应，及时报告医

生，不要自行停药。

放宽门槛>>

“半岛蓝色”可作企业字号

拓宽渠道>>

多种渠道帮助企业融资

工商帮扶>>

“一把手”亲管百家工程
据了解，2010年我市动产抵押贷款结

办数为473件，借贷金额为53 . 8亿元人民

币。以股权质押形式融资的企业也不在少

数。另外，2008年，自龙口注册登记了第一
家小额贷款公司，引用民间资本助力企业
发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市共发展有9家

小额贷款公司。

针对当前诸多企业面临资金紧张、融

资难等问题，工商部门将进一步扩大与各

金融部门合作，积极搭建“银企联手”发展
的平台。同时，将帮助企业综合运用动产
抵押、股权质押、商标专用权质押、债权转
股权等方式，扩大融资渠道。在相关政策
的指引下，在继续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创建

小额贷款公司的前提下，将积极探索开展
资金互助专业合作社登记工作，支持新型

金融业发展。

另外，还要加快完善企业信用档案建

设，实现企业信用信息的联网应用，建立

企业信用披露通报制度，帮助企业规避合

同欺诈。

在市场准入门槛方面，凡是法律没

有禁止的，一律允许经营。放宽投资主

体和行业限制，大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

海陆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文化旅

游、公用事业等领域。放宽企业名称登

记条件，允许具有一定规模的、与蓝色

经济区建设有关的企业将“半岛蓝色”

等作为企业字号。另外，还放宽企业住
所权属证明的限制。对住所证明不能提

交房产证的，可提交能够证明房屋产权

归属的其他证明材料。

同时，工商部门还将支持企业转
换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的，其注册资本可以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依据进行登记；其注册
资本不发生变化的，并在公司章程中

明确记载，可以不提交验资报告。对

企业提出的登记要求，一律按照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处理，对个别

企业需要陪同赴省进京办事的，一律

陪同。同时，坚持跟踪服务的原则。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为充分
发挥工商职能作用，促使蓝色经济区重点

企业和项目顺利推进，市局决定实施服务
蓝色经济区建设“100工程”，举全市工商

系统之力，重点扶持与蓝色经济区建设相

关的100户企业发展。

根据这100户企业的具体情况，市工商

局和各县市区工商局都将成立专门的工作

领导小组，给予这些企业相应的支持和帮

扶，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即所有责任人均

是市局各相关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和县市区

工商局副局长，确保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创造地方名牌企业，力争今年新发展中国

驰名商标3件以上、省著名商标20件以上，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件以上。

另外，支持蓝色经济区企业组建集

团。凡从事海洋产业的母公司注册资本达

到1000万元人民币，子公司达到3个以上

的，集团母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达到2000

万元人民币的，允许申请设立企业集团，

建立区域工商部门协作机制。

3月22日上午，莱阳市公安局龙门路派

出所民警在辖区企业走访时，在城乡结合部
一建筑公司的旧仓库内，发现早年间存放的

已经过期的QD型岩石乳化炸药84公斤，随

即联系当地民爆部门予以收缴并销毁，及时
消除了治安隐患。

本报记者 鞠平 通讯员 孙学庆
杜益明 摄

机动车保险理赔服务新标准出台

保险公司不再指定修理厂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何泉峰 通讯员 陈福锋)

近日，记者从烟台保监分局

获悉，为进一步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提高理赔服务质量，

保证车险理赔更加简便快捷，

分局于3月8日制定了《机动车

保险理赔服务标准指引 (试

行)》(以下简称“《指引》”)，该

《指引》在保险机构基本服务
礼仪、理赔资源配置、查勘定

损、支付赔款等多方面进行明

确细化，并在烟台、威海两地

区统一试行。据了解，新标准

已开始试行。

保险公司不再指定

修理厂或配件供应商

记者从《指引》中了解到，

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应于10

分钟内由查勘人员与客户或

报案人取得联系，了解案件具

体情况，告知注意事项并约定

到达事故现场的时间。查勘人

员接到查勘指令后，原则上市

区30分钟内到达事故现场，郊

区1小时内到达现场，并一次

性向客户提供相关索赔材料，

指导客户填写索赔单证，并告

知其办理索赔所需资料以及

索赔程序。1小时内不能到达

事故现场的，应及时、主动告

知客户原因及处理方式。

查勘工作完成后，保险公

司应于一个工作日内联系客

户完成定损工作；对复杂案件

及存在严重分歧的案件，经双

方约定，可以延长定损时间，

但原则上不得超过10个工作

日。保险公司不得指定修理厂

或配件供应商，但可向客户推

荐具有机动车辆维修管理部
门核定的具有二类以上维修
资质的修理厂。

案件审核

不超过三个工作日

《指引》规定，保险公司应

于客户提交全部索赔材料后的
1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一般案件

索赔资料完整性、准确性的审

核，情况特别复杂的案件不超

过3个工作日。对于索赔资料不
全的，应于审核完成当日向客

户出具书面补充材料通知书，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资料。

对保险责任的核定，《指

引》明确，仅涉及财产损失的一
般案件，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

索赔资料之日起1日内，对是否

属于保险责任做出核定；涉及

人身伤亡的，自收到报案资料

之日起3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

责任做出核定；不属于保险责

任的，自做出核定之日起3日

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

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5000元以下赔付

两个工作日内结案

《指引》对赔付时间也做了

明确要求。20万以下(含20万)的

案件，对属于保险责任、签发索

赔单证接收回执后，公司应在
10个工作日内达成赔付协议。

确属疑难案件或双方存在异议
未达成赔付协议的，应由案件

所属市级或市级以上保险机构

分管负责人同意，适当延长赔

付时间，但需在10个工作日内

书面明确告知客户。

对于达成赔付协议的案

件，保险公司应在5个工作日

内支付赔款。对于5000元以下

不涉及人员伤亡的车辆事故

案件，在事故责任和保险责任

明确，单证齐全、真实的情况

下，保险公司应于签发索赔单

证接收回执后的2个工作日

内，达成赔付协议并支付赔

款。同时，《指引》还要求保险

公司建立预先赔付制度。对赔

偿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

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

数额，交强险自收到客户索赔

资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商业
险应自收到客户索赔资料之

日起60个工作日内先予支付。

三个工作日内

答复客户投诉

对于出险客户的回访，

《指引》规定，保险公司对出

险客户在赔款支付后15个工

作日内进行100%的回访，防

止发生弄虚作假、损害消费

者利益的行为。《指引》要求

保险公司妥善处理信访投

诉，对于投诉客户，公司应于

接到投诉后30分钟内与客户

取得联系，并于 3个工作日

内答复客户处理意见。

查获过期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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