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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公告

连锁便利
店诚招供货商，
供货项目食品、
酒类、饮料、日
用品等，供货区
域烟台六区，有
意 者 请 联 系 ：
0 5 3 5 - 6 9 0 5 5 8 0
1 3 6 8 5 3 5 2 0 4 9

王先生

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院将对已委托拍卖三次
均流标的房产进行公开变卖，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变卖标的：蓬莱市东
关路167号(房产证号：篷房权
证商字第13418号、土地证号：
蓬国用2002字第0015号)门市
房，建筑面积79 . 27平方米。

二、变卖底价：20 . 4万元。
三、变卖期限：自本公告公布
之日起六十日。

四、变卖方式：向我院提
交书面申请书。

五、变卖地点：本院执行
局指挥中心。

六、联系电话：0 5 3 5-
5612390

蓬莱市人民法院
2011年12月2日

公司采取各种
方式多次联系，匡
磊 、纪 怀 林 、王 文
俊、高晓敏、刘兆茂
长期拒绝公司正常
安排上船工作。请
在登报后3日内到公
司接受安排，否则
将依法办理解除劳
动合同手续。

2011年12月21日

烟 台 大 新 华
船员服务有限公司

公告
因业务扩大，烟台市六区

发行站聘发行员数名

要求：45岁以下，中专以上学

历，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发行

经验的优先录用。

待遇：面议

报名电话：

福山站：13573537856 孙站长

开发区站：13723968771 于站长

莱山站：13864544757 王站长

奇山站：18605357499 于站长

白石站：13863896411 宋站长

幸福站：15806454391 刘站长

凤凰台：13053551745 王站长

牟平站：13688666303 刘站长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发行中心

同心同德惠民生创文明城 同向同行聚合力赢三连冠

烟台三获文明城市殊荣
本报12月

2 0日讯 今日
上午，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在北京召开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文明委主任李
长春出席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
部长、中央文明委副主任
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委员、中央文明委
副主任刘延东出席会议。经
中央文明委复查确认，烟台
市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在会上受到表彰。这
标志着烟台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实
现了“三连冠”的目标。烟台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江汀，烟台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刘延林参加了表彰大
会。

2005年10月，烟台市成为
9个首批全国文明城市之一。
2009年初，经中央文明委对首
批全国文明城市复查确认
后，烟台继续保持全国文明
城市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将获得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和
继续保持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做为新的起点，坚持把文明
城市建设作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的综合载体，坚持为了群众、
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创城
理念，在第三届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中，突出“让城市更文
明、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

题，以创“优美环境、优良秩
序、优质服务”为突破口，始
终把“利民惠民”、“让人民满
意”作为检验创城成效的最
高标准，以“文明春风靓港
城”活动为载体，深入实施全
市 文 明 城 市 建 设“ 八 大 行
动”，在“提升素质、改善市
容、优化环境、夯实基础、增
加底蕴”上狠下功夫。市委、
市政府制定了《争创第三届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意见》
及任务分工方案，将文明城
市建设的任务要求落实到各
相关责任部门，形成了文明
城市建设的良好机制和强大
合力。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将创
城工作作为实现科学发展新
突破、应对区域竞争新挑战、
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凝聚

创业创优新动力的重要举
措，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
系》为导向，先后围绕环境卫
生、交通秩序、市场面貌、社
区状况、文化环境、服务质量
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
度和工作机制，巩固文明城
市建设成果，提升文明城市
建设层次，推动文明城市建
设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
经常化轨道。广大干部群众
倍加珍惜荣誉、倍加热爱城
市，大力弘扬新时期烟台精
神，积极为文明城市建设增
光添彩，使创城工作取得了
空前的成效。

在这次复查中，中央文明
委组织国家相关部委通过实
地考察、问卷调查、材料审核、
整体观察、听取汇报、网络调
查等方式对继续保持全国文

明城市称号的城市进行了严
格复查测评，并先前对这些城
市进行了公共文明指数调查，
两次测评结果均计入全国文
明城市复查最终得分。最后，
烟台市顺利通过第三届全国
文明城市复查，继续保持全国
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实现了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全国文明城
市“三连冠”的目标。

据了解，在20日的会议
上，烟台市的长岛县作为全
国文明县城，烟台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烟台毓璜顶
医院、蓬莱阁管理处、烟台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烟台国税
局等5个单位作为全国文明
单位，招远市阜山镇九曲蒋
家村、莱阳市姜疃镇濯村作
为全国文明村，同时受到了
表彰。 (本报记者)

微博热议

烟台三连冠
@莱阳电信吕永峰 :这

是所有烟台市民的骄傲。
@李国强-烟台招商：

恭喜我们的魅力烟台！
@今日网视：咱烟台的

文明城市选上了。有刁娜有
刘盛兰能选不上吗？

@清闲小草屋：在烟台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之际，港
城掀起了新一轮“做文明人
建和谐城”的热潮。

@刘厚王奇：烟台连续
三届被评为文明城市，为百
姓造福了，马路变干净了，
路也平整了……希望能够
保持下去，烟台加油！

@王小得儿：魅力烟台
清风颂，文明城市正气歌。

@快乐的憨瓜瓜：现在
才知道原来“全国文明城
市”的称号还挺不容易争取
的，作为烟台人我只想说我
们都已经得了三届啦！

创城见证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本报记者 张琪

今年年初，中央文明委明确提出将
开展第三批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评选表彰活动。全国文明城市
评选，含金量高，权威性强，参与城市
多，各个方面都很关注，许多城市都全
力以赴要争夺这块金牌。烟台市已经连
续两届获此殊荣，如何保住这块金牌，
烟台任务艰巨。

此次文明城市的复查和验收，在原
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民生指标和群
众评判的指标，更加关注群众的意见。

这些新的标准，是在保牌过程当中，必
须要做好的工作。

争牌比较难，但是相对争牌来讲，
保牌更加难。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牌不
是在原来争牌基础上的重复，而是一个
全方位综合实力的提升。

如果说在争牌过程中，烟台市比较
注重的是硬环境的建设，那么在保牌的
过程中，则要软硬环境一起抓，尤其是
突出软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市民素质的
提高，干部作风的转变，城市良好风气

的长期发展等，这些工作要比争牌时的
工作难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烟台取
得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也证明这些工
作烟台做到了，也被认可了。

可以说，创建文明城市是对一个
城市凝聚力的考验，这是一座城市的
荣誉，更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位
市民的荣誉。市民既是城市文明的受
益者，更是城市文明的创造者，让市民
共享发展成果，是创建文明城市的最
终目的。

本批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的有：长沙、广州、
福州、长春、杭州、郑州、拉
萨、银川、贵阳、临沂、常德、
扬州、长治、淄博、鄂尔多
斯、洛阳、绵阳、宜昌、唐山、
江门、嘉兴、常州、克拉玛
依、北京朝阳区、上海长宁
区、重庆渝中区、绥芬河市。

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
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城市(区)

名单
省会、副省级城市：厦

门市、成都市、大连市、南宁
市、南京市、宁波市、青岛
市；

地级市：惠州市、东莞
市、大庆市、马鞍山市、南通
市、包头市、烟台市、苏州
市；

直辖市城区：北京市西
城区、天津市和平区、北京
市东城区、重庆市渝北区、
上海市浦东新区；

县级市：张家港市、库
尔勒市、满洲里市。
连续三次获得全国文明城
市(区)称号的城市(区)：

厦门、大连、宁波、北京
西城区、天津和平区、张家
港市、包头市、烟台市

第三批全国文明
城市(区)名单

烟台创城

六大关键词

关键词：和谐 发展
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

烟台市广泛深入地组织开展
了“文明春风靓港城”活动。

“十一五”期间，烟台市面
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严峻
考验，全市经济总量五年跨
越“两个千亿元”台阶，跻身全
国大中城市“第一方阵”；重点
项目实现历史突破，城乡面
貌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事业
取得长足进步，民生状况得
到持续改善；继续保持全国
文明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称号，实现全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优秀城市“五连冠”。
关键词：民生 爱心

在文明城市建设中，“民
生”两个字的分量一直在不
断加码，烟台人的城市幸福
指数也持续攀升。从低保户
脸上发自内心的微笑，从贫
困学生脸上欢乐的笑靥，从
病患者目光中从容的眼神
中，这所城市为保障民生、改
善民生作出的努力，一一展
现。
关键词：行动 实效

市民是文明创建的参与
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通过
开展各种创建活动，广泛吸
引市民参与进来，市民的文
明行为得到规范和养成，市
民的思想得到教育和提升。

市民素质，重在引导，重
在建设，重在普及。烟台市今
年的创建工作突出了“让城
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这
一主题，以“文明春风靓港城”
活动为载体，深入实施全市
文明城市建设“八大行动”，通
过一系列的活动，终获全国
文明城市“三连冠”。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烟台台文文化化中中心心。。((资资料料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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