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海农贸城预计7月底完工
烟台市商务局与市民代表“面对面”座谈，民生问题成讨论焦点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孙
芳芳) 27日上午，烟台市商务
局走进烟台市“面对面话环境，
心连心促发展”活动现场，听取
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在见面会
上，早餐点布局不均、毒生姜等
民生问题备受市民代表们的关
注。

会上，烟台市商务局局长于
东首先介绍了烟台市商务局机
构设置和职能以及2012年烟台
市商务工作的总体情况。同时，
介绍了烟台市商务局今年民生
工程方面的目标以及进度。随
后，市民代表就自己关心的问题
进行发言。

“近几年早餐网点发展很
快，但是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像
芝罘岛这样一些偏僻的地方很
难找到早餐点。”烟台市政协委
员、九三学社烟台市委秘书长张

桂德提出了早餐网点分布不均
的问题。

对此，烟台市商贸服务管理
科科长李少杰介绍，早餐网点的
布局需要考虑众多因素。“目前
烟台市已经拥有蓝白、日新华
天、大三元、彭氏菜根香等四家
放心早餐定点企业，放心早餐网
点200多家。”李少杰介绍，下一
步将重点发展固定早餐网点，对
于偏僻地段也将进一步加强考
察和布点。

民生问题成为市民代表关
注的热点，烟台市行风监督员、
烟台蓝白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张丽萍提到了前段时间的
毒生姜事件，那么烟台市是如何
杜绝毒生姜的呢？

对此，烟台市蔬菜副食品管
理科科长董永智介绍称，烟台市
有自己的蔬菜检测中心每天对

进入市场的蔬菜进行检测，每个
主要农贸市场都有自己的检测
点，每天检测品种多达几十种。

农贸市场建设问题也受到
了市民代表的关注。在会上，烟
台市商务局局长于东介绍，目前
环海农贸城已完成主体工程，
正在进行配套设施安装，预计
7月底完工。华美佳烟台食品
贸易中心将于今年9月份整体
开业，其中包括烟台首家五星
级农贸市场，面积达 2 . 6万平
方米，将成为山东半岛规模最
大的专业食品交易市场。

此外，外贸中存在的问题
也受到了市民代表的关注。外
贸形势严峻，不少原本主攻国
外市场的外贸企业开始转战
国内市场，但转型中却遇到了
一系列问题。

烟台市市委机关建设监

督员、烟台盛泰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孙吉山介绍称，国外市
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开始
着手转战国内市场，但是由于
内贸市场和外贸市场的差别，
他们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一
些难题。

烟台市商务局副局长赵新
志回应称，外贸企业在转战国内
市场时遇到的系列问题，实际上
是内外贸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困
难。烟台市在促进外贸企业转型
方面积极搭建平台，同时有一系
列的扶持政策，希望外贸企业能
够充分运用这些政策稳妥转型。

在当天的“面对面”活动现
场，民生问题成为市民代表们最
为关注的话题。来自各行各业的
14位市民代表依次进行了发言，
烟台市商务局相关部门的负责
人也分别进行了回应。

周日，跟着“大篷车”体验胶东民俗
本报“旅游大篷车”活动第10期将开往栖霞牟氏庄园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齐
金钊) “周周休闲游·齐鲁晚报
旅游大篷车”自4月29日启动以
来已经连续举办9期。应广大读
者要求，6月30日，“大篷车”第10

期将开往牟氏庄园景区。
牟氏庄园，又称牟二黑庄

园，坐落于山东省栖霞市城北古
镇都村(原霞光三路北首)，是北
方头号大地主牟墨林家族几代
人聚族而居的地方。

本次参与旅游大篷车活动
的读者朋友，将跟随本报记者一
同前往牟氏庄园景区，欣赏独特
的庄园建筑工艺，体验最地道的
胶东民俗。参与本次牟氏庄园旅
游的读者，已于20日下午抽取完
毕，本报工作人员将逐一电话通
知幸运读者。

据悉，每周参加免费旅游的
读者，将从“齐鲁晚报读者证”编
号中随机抽取，被抽中的读者，
还可以再带领一人同游，同游者
同样享受免费待遇。本报旅游大
篷车开动以来，已经成功组织9

期，分别前往了海阳招虎山、龙
口南山、蓬莱三仙山、长岛和蓬

莱阁等景区。
活动的参与方式很简单，凡

持有“齐鲁晚报读者证”和《市民

休闲护照》的市民，即有资格在
2013年12月31日前享受免费一
日游一次。本报免费为读者新准

备了一批《市民休闲护照》办理
凭证，数量有限，请市民抓紧时
间办理。

1、烟台旅游公共服务中心烟台
山代办点

电话：6632682 地址：烟台市
芝罘区朝阳街44号
2、烟台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永旺购
物中心代办点

电话：7356522 地址：烟台市
莱山区观海路277号
3、烟台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大世界
代办点

电话：6669898 地址：烟台市
芝罘区大马路128号
4、烟台汽车总站及11个县市区汽
车站代办点

电话：4006369369 地址：烟台
市芝罘区西大街86号
5、山东招商国际旅游社有限公司
烟台分公司

电话：6206215 地址：烟台市
芝罘区北大街124号
6、壹百货(烟台盛和百货有限公
司)B座负一层总服务台

电话：6581107 地址：阳光100

城市广场芝罘区海港路26号
7、莱山区旅游局

电话：6891629 地址：烟台市
莱山区新苑路5号
8、烟台开发区旅游局

电话：6391841 地址：烟台市
开发区海滨路40号
9、养马岛国际旅行社 (牟平旅
游局)

电话：3395333 地址：烟
台市牟平区东关路315号
10、烟台高新区普查办

电话：6922075 地址：高
新区纬三路35号高新区管委3

楼314
11、福山国际旅行社

电话：6365885 地址：烟
台市福山区福海路观月顶12号
12、蓬莱阁管理处

电话：5648106 地址：蓬
莱市迎宾路59号

13、蓬莱亲情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15005451033

地址：蓬莱市海市路 7号
(格林豪泰蓬莱自由港)
14、龙口国际旅行社

电话：8778888 地址：龙
口市东城区文化广场
15、烟台交运国际旅行社龙口分
社

电话：8812020 地址：龙
口市西城区和平路311号
16、招远体育场金泉旅行社

电话：8069899 地址：招
远市体育场西门
17、莱州市莱州宾馆旅行社

电话：2202222 地址：莱
州南路71号莱州宾馆院内
18、海阳市春秋旅行社

电话：3260009

地址：海阳市海东路法院
西一百米路北
19、海阳市顺安旅行社

电话：3239919 地址：海
阳市榆山街北首101号
20、栖霞太虚宫

电话：5200799 地址：栖
霞市迎宾路33号
21、莱阳市旅游集散中心

电话：7266113 地址：莱
阳市五龙北路一号
22、长岛县旅游局

电话：3215919 地址：长
岛县长园路464号
23、烟台大学计算机网络中心

电话：6902393 地址：莱山
区清泉路32号
24、鲁东大学大学生创业基地商
业区309室

电话：6672706 地址：创业
基地商业区309室
25、烟台君铭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6 5 0 0 0 8 8；6 5 2 5 5 7 7

地址：芝罘区阳光100B座12楼
1209室

平价蔬菜超市建成7处
年内在市区新建10个平价蔬

菜连锁超市，是烟台市政府为民
服务实事之一。截至目前，奇山、
北河街、芝水、四眼桥、珠玑、好
鲜多、白石等7个农贸市场的平价
蔬菜连锁店已建设完毕，同时，
三环、红利、绿色家园、魁玉路、
恒大、祥和等6个市场也在洽谈。

新建14个放心早餐点

进一步扩大“放心早餐”覆
盖面是烟台市商务局今年的重
点工作之一，年内将新建固定经
营网点20个以上，同时完成烟台
彭氏菜根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建设。

截至目前，已新建14个“放
心早餐”经营网点，其中，蓝白栖
霞迎宾路快餐店6月份开业，成
为蓝白公司在县市区的首家店
面。烟台彭氏菜根香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建设
任务已过半。蓝白公司改造扩建
主食加工配送中心3000平方米，
新增主食加工能力7吨/天。

25个家政服务连锁店建成

今年，烟台市计划在全市新
建40处家政服务连锁门店。截至
目前，已组织11户承办企业新建
家政服务连锁店25个。

利用2年时间建成肉菜流

通追溯链条

今年，烟台市正在积极争取
纳入全国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
系建设试点城市。以此契机，烟
台市商务局将用2年左右的时
间，建设覆盖市区、信息完整的
肉类蔬菜流通信息链条和责任
追溯链条，实现来源可追溯、去
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肉类蔬
菜全程追溯管理。

《市民休闲护照》代办点

格数字说进展

巴宝莉、纪梵希等国际品牌

下半年落户烟台

近年来，烟台市着力加大国
际知名品牌引进力度，已有近
100个国际一二线名品登陆烟
台。记者了解到，巴宝莉、杰尼
亚、纪梵希等国际品牌也已经签
署入驻协议，将在下半年开业。

市区商业网点发展规划

修编实施方案已制定

修编市区商业网点规划和
推进重点商贸设施建设也是今
年烟台市商务局的重点工作之
一。目前，市区商业网点发展规
划修编已制定实施方案，并通过
招标确定设计单位，7月初正式
启动商业网点调查。

重点商贸设施建设方面，中
粮大悦城已完成地上一层施工，
预计明年6月营业，主打高端时尚
产业；万达广场商业综合体已开
工建设，其中24万平米的国际购
物中心将涵盖百货、超市、餐饮、
家电卖场等多种商业元素；红星
美凯龙国际家居生活广场已投入
营业，年内将再建成3栋商务楼并
投入使用；华润中心商业综合体
已破土动工，预计2016年落成；招
远皮革城二期主体工程已完工，
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消防设备安
装。 本报记者 孙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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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氏庄园内的民俗表演活动。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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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是和老百姓利益
切身相关的问题，在27日的“面
对面”活动现场，烟台市商务局
局长于东介绍了2013年烟台市
商务局主要民生工程的目标以
及目前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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