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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菜单单上上除除了了价价格格，，还还要要标标清清分分量量
物价局展开物价大检查，市民可拨打12358举报价格问题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李
园园 通讯员 烟佳 ) 从16

日开始，烟台市物价局联同各
县市区物价局就“中秋节”、“国
庆节”市场进行大检查，直至10

月11日结束。首日检查发现，部
分商超“买一送一”到底送啥标
注不清楚。

16日，记者跟随烟台市物
价局工作人员来到市区部分
商超看到，“满200元送20元”，

“买一送一”等宣传字样到处
都是。但“买一送一”到底送啥
呢？在沃尔玛超市，记者看到
月饼、酒水等不少礼盒上的促
销牌上，写着“买一送一，送同

种商品”或者“买乌龙茶送茉
莉花茶”等字样。不过，也有个
别商品的促销牌上，只有“买
一送一”字样，并未标注清楚
送的啥。物价局工作人员称，
商家在进行买一送一促销活
动时，一定要标注清楚送的是
什么，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明
明白白选购商品。

在检查中还发现，有的商
超打出特价商品字样，但到底
比原价便宜了多少，让消费者
一头雾水。在阳光100负一层的
超市，检查人员发现，有的商品
打出特价处理字样，但是标签
上只有一个价格。烟台市物价

局工作人员称，根据相关规定，
商超不能打“特价处理”等模糊
字样，可以说打几折。

除了对各大商超继续检查
外，烟台市物价局还对酒店菜
品是否明码标价进行检查。检
查发现，酒店都能做到明码标
价，但是对于标出菜品的分量、
主料和辅料的分量等要求，还
做得不到位。

此次检查从9月16日至10

月11日，烟台市物价局联同各
县市区物价局对市场进行“拉
网式”大检查，重点检查经营单
位在提供商品和服务过程中 ,

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旅游景

点、机场、车站码头是否按规
定制作价目表并在醒目的位
置进行了公示；商业流通领域
虚假标价、虚构原价、虚假折
扣、模糊赠售、不履行价格承
诺、使用欺骗性或误导性的语
言、文字、图片、计量单位进行
虚假宣传等价格欺诈行为；是
否存在哄抬价格、串通涨价、
或者囤积居奇、变相涨价等价
格违法行为等。

节假日期间，烟台市物价
局也有专门的值班人员随时接
受价格咨询，并受理价格投诉，
市民若遇到价格问题可拨打电
话12358。

一批高科技项目

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晏坤
通讯员 卞明) 近日，华商企业

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洽谈会在烟台高
新区举办，17名海外华商代表携带高
端科技项目参加洽谈，初步达成一批
合作意向。

在合作交流会上，俄罗斯华商总
会副会长魏大鹏作为华商代表说，烟
台作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城市之一，战
略地位突出、交通通讯发达、服务体
系完善、投资环境优越，是海外有识
之士投资创业的沃土。

“我们这次带项目、携专利来到
烟台高新区，也是想以此次创业投资
交流会为契机，寻找合适的切入点，
推动双方深入交流并促成项目落
地。”魏大鹏说。

随后，海外华商逐一介绍了投资
情况和投资意向，与相关科研院所、
企业、金融机构进行项目对接洽谈，
目前已经初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

“迎峰度夏”工作

取得阶段性胜利

联手调查

帮职工讨回工资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魏秀芳
丛述勇 ) 近日，当烟台某企
业41名裁员职工拿到58万余
元的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时，脸
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据了解，8名职工近日来
到福山区总工会和区劳动监
察大队反映：烟台某公司41名
职工在没有按程序提前通知
的情况下被裁员了，并且欠付
工资、经济补偿金58万余元。

第二天一早，福山区总工
会和区劳动监察大队就来到
该公司调查情况。

职工代表与企业领导达
成了“分两次支付”的协议。最
终，职工们拿到了自己的工资
和补偿金。

牟平为外籍职工

办社会劳动保险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郝文华)
13日，在烟台市牟平区工作的
49名外籍职工顺利办理了社
会劳动保险。。

“中国的劳动保障体系服
务到位，我们不仅愿意参加，
而且更愿意扎根中国、建设中
国。”办理完参保手续后，一名
外籍职工用并不熟练的中文
说。

据牟平区劳动保险事业
处的工作人员介绍，牟平区劳
动保险事业处根据外籍员工
的语言不同，找到了6份《劳动
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译本，并
在发送到外籍员工手中，对外
籍员工讲解劳动法政策。

据了解，此次是牟平区首
次为外籍职工办理参保手续。

拨拨打打本本报报热热线线可可免免费费洗洗牙牙
只有20个名额，报名请抓紧

本报9月16日讯 (见习记
者 田甜 ) 9月20日是我国
第25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爱牙
日的活动主题为“健康口腔，
幸福家庭”。为提高市民对牙
齿健康的关注，本报自17日至
本月底组织爱牙护牙公益活
动。如果您想免费洗牙或检查
口腔健康状况，都可以参与到
我们的活动。

活动时间：9月17日至9月

底
活动地点：仁峰口腔后七

夼门诊(莱山区海滨花园小区
宏川路18号)

仁峰口腔孔家滩门诊(莱
山区孔家滩小区1号楼1号)

仁峰口腔上山路门诊(芝
罘区上山路付72号)

仁峰口腔北马路门诊(芝
罘区北马路95号)

仁峰口腔福国街门诊(芝

罘区福国街2—3)

活动内容：自17日起，拨
打本报热线，前20名读者可获
得仁峰口腔门诊价值188元洗
牙卡一张。

另外还有100名读者拨打
热线登记姓名和电话即可到
活动地点享受口腔检查一次，
并可获得精美牙线和抽纸一
份。

参与热线：6610123。

社社保保卡卡账账户户资资金金可可提提取取

本报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刘德伟

14日上午，黄海路街道黄
海社区中心活动广场聚集了
不少居民，一场便民服务活动
正在这里举行。烟台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部门的
工作人员发放烟台市社会保
障卡使用指南，与市民面对面
解答社保卡相关的问题。

问题一：社保卡如何挂失？
工作人员说，持卡人遗失

社会保障卡后，可以分两步进
行挂失。持卡人首先要拨打发
卡银行的服务电话进行电话
挂失。电话挂失时要提示是社
保卡，并提供遗失人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和家庭
住址等相关信息。持卡人也可
在银行正常工作时间内，直接
到社会保障卡上的合作银行
网点办理正式挂失手续。

电话挂失5个工作日内，

遗失人应到本人原社保卡上
合作银行的网点办理书面挂
失手续。书面挂失为正式挂失
形式。委托代办书面挂失手续
的，应当出具委托人及代办人
身份证原件。

挂失以前所造成的损失
由遗失人承担。此外，无论电
话挂失还是书面挂失，均免收
手续费，补卡只收取卡片工本
费。

问题二：如何查询医疗保险个
人账户？

可以通过五种方式查询
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个人账
户。一是通过医疗保险服务大
厅的经办窗口和触摸屏进行
查 询 ；二 是 拨 打 劳 动 保 障
12333咨询电话进行查询；三
是通过银行网点的读卡设备
进行查询；四是在社保卡管理
机构进行查询；第五种方法
是，已经开通网上银行的市
民，可通过网上银行查询。

问题三：社保卡资金怎样支
取？

只有符合下列情况之一
的，才能支取个人账户资金：
持卡人因死亡、失踪等原因被
公安部门注销户籍的；外地来
烟务工人员解除劳动关系后
离开本行政区域的。

符合上述支取条件的，参
保单位首先到社保处办理养
老保险销户手续，再到医保处
办理医疗保险销户手续，然后
到社保卡管理部门申请办理
社会保障卡注销，最后持有关
手续到银行注销相关账户，提
取账户资金。

问题四：社保卡的银行账户有
哪些功能？

工作人员介绍说，社保卡
包含两个银行账户，一个是用
于管理个人医疗账户的芯片
账户，不能提取现金；另一个
是借记卡性质的磁条账户，具
有银行普通账户的功能。

“华交会”跟踪

龙口供电

9月10日，随着高温天气逐渐消
退，龙口电网负荷出现季节性降低。
供电负荷紧张的线路，供电压力骤
降，龙口电网“迎峰度夏”工作取得阶
段性胜利。

通讯员 张红林

“双节”前部署

廉政建设工作

近日，龙口供电公司下发《关于
加强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的通知》,通过三项措施落实
党中央“八项规定”，弘扬勤俭过节、
廉洁过节、文明过节的良好风尚。

通讯员 刘京秋

积极推行小区

设施配套费政策

为了保障电力客户的切身利
益，在龙口市委、政府的支持下，经
过多次调研及走访，龙口探索以供
电设施配套费方式主动接管新建居
民小区内部供配电设施规划、建设、
运行、维护责任。

通讯员 姜红 李冠男

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区解答居民对社保卡的疑问。 本报记者 蒋慧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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