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水质、去除余氯、过滤泥沙、铁锈

免费申领水质处理器
改 善 用 水 效 果 显 著
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每天

都需要喝2400—3000毫升的水
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需
求。然而，水龙头里经常流出散
发着腥味的黄水，并掺杂着黑
色或灰色絮状的水中沉淀物
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工
业废水对饮用水的污染、水管
铁锈对饮用水的污染、余氯对
饮用水的化学污染、二次供水
对饮用水产生的污染，正严重
影响居民饮水、用水安全，危及
人体健康，尤其对55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巨大。

为让全体居民都能喝上健
康的饮用水，沃康健康饮水惠民
行动拿出巨资向烟台市居民免
费发放高科技专利水处理器产
品：水处理器(型号：3WIN99)。现
在，“饮用水安全、惠民行动”已经
来到烟台，向55岁以上的居民免
费发放。

据了解，该款水质处理器可
自动检测家中自来水水质的好
坏和是否达到安全健康饮用水
标准：1、判断污染程度；2、含泥
沙铁锈程度；3、是否影响健康。
特殊材质的滤芯还能过滤改善

自来水水质，确保全家人都能喝
到健康、卫生、安全的好水。

不少领取过的居民表示：“刚
看到通知还以为是骗人的，怎么
会不花钱呢？结果去了确实没花
一分钱，就能领到水质处理器，而
且一个家庭还可以领到2个！”

锦绣新城李叔叔3月初就领
取到了水质处理器。他说：“我确
实没花一分钱，就和老伴一人领
到了1个水质处理器！装在水龙
头上几天后，滤芯竟然由纯白色
变成了深褐色。原来我这么多年
喝的都是这样的水，还好现在喝
上了经过处理的健康的水！”

免费申领条件：
(1)本市常住居民；
(2)拥有自住住房；
(3)申领人年龄必须大于55周岁；
(4)第一批800个已申领完毕，应
广大顾客的强烈要求，烟台又
获批600个；望符合条件的尽快
申领。

烟台申领报名电话：

0535-211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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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十十六六届届人人大大三三次次会会议议
举举行行第第二二次次全全体体会会议议

本报 1 月 1 0 日讯 (记者 王晏坤 )
1 0日下午，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 会 议 中 心 礼 堂 举 行 第 二 次 全 体 会
议。

与会代表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第一
副主任李淑芹所作的烟台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了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尹佐海所作的烟台市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了市人民检察院代
检察长段连才所作的烟台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列席人员列
席了会议。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孟凡利出席政协委员座谈会时指出：

让让发发展展成成果果公公平平惠惠及及全全市市人人民民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王晏坤)

10日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孟凡利
出席政协委员座谈会，市政协主席郝德
军主持会议，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
和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座谈会。

座谈中，委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与会委员围绕加快金融业发展、进
一步发挥保税港区作用、优化生态空
间、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科技创新、扶
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全民创业、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发展便民消费、加强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并表示将继续关注、支持、参
与烟台建设，为全市发展做出新贡献。

孟凡利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不时
与委员们进行讨论。他说，政协组织群
贤毕至、精英荟萃。各位委员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都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
的，很有高度深度和实用价值，我们将
认真研究吸纳，更好地改进政府工作。

烟台的发展凝聚着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智慧力量和辛勤汗
水，大家心系烟台、热爱烟台、奉献烟
台，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
支持和监督政府工作，多建睿智之言，
多献务实之策，共同努力把烟台建设成
为更具吸引力、号召力和自豪感的城
市。

孟凡利指出，当前烟台的发展站在
了新的起点上，既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
战，更面临着众多机遇和可能。

在今后的工作中，既要正视困难、
应对挑战，更要寻找机遇、乘势而上，集
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深化改
革，深层次扩大开放，加快转方式调结
构步伐，推进具有胶东特色的新型城镇
化，促进社会事业创新发展，努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市人民。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王晏坤)
10日下午，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
团第二次会议，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会
议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张江汀、李淑芹、
张永霞、张维利、于旭华、高琦、王建国、
李勃与主席团其他成员出席了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李淑芹主持了会

议。
会议宣读了中共烟台市委关于补

选烟台市市长、副市长候选人，补选烟
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和补选
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推荐书。会议确定了
要提交代表酝酿、讨论的补选候选人名
单(草案)。

本报讯(通讯员 刘塑) 日前，
山东省“三上企业”星级评定工作的
评选结果揭晓，国网牟平供电公司获
得了山东省“三上企业”企业统计工
作规范化“五星级单位”。山东省“三
上企业”星级评定工作由山东省政府
和省统计局牵头，对企业进行全面客
观的调查和评定。

获得山东省

“五星级单位”

荣誉称号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尹佐海作报告

全市法院受理案件超8万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王晏坤) 10

日下午，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尹佐海
作工作报告，并提交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审议。报告显示，去年全市法院共受理
各类案件80371件，办结73199件，结案标的
额115 . 7亿元。

2013年，全市法院依法审结涉案金额
1600余万元的于凤兰集资诈骗等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115件，判处罪犯240人。依法
审结市盐业系统贪污、受贿窝案等各类职
务犯罪案件208件，判处罪犯229人。

在行政审判方面，审结各类行政案件
1890件，依法维持具体行政行为80件，撤
销、变更、确认违法11件；受理非诉行政执
行案件152件，裁定准予强制执行148件。
和解撤诉1304件。

对72名拒不履行义务被执行人进行
信用曝光惩戒，8起长达十几年的“骨头
案”得以顺利执结。依法制裁恶意逃避债
务的被执行人，共限制出境16人次，限制
高消费8人次、司法拘留898人次，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13人。

在司法公开方面，法院建设审判流
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对
符合公开条件的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开。
开通“两微两网”，运用微博、微信、网上裁
判文书和网上公正热线等方式，发布信息

2700余条，网上庭审直播7次，答复网友问
题152个。

2014年，全市法院将以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强化司法保障民
生意识，妥善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各
类案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让确
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据的
当事人打得赢官司，让打赢官司具备执行
条件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段连才作报告

立查职务犯罪嫌疑人229人

本报1月10日讯(记者 钟建军) 10

日下午，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段
连才作工作报告。报告中闪现出一个个
工作亮点：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批捕刑
事犯罪嫌疑人2949人；立查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嫌疑人229人……

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依法办理走
私、非法集资、侵犯商业秘密等犯罪案件
163件，查办土地拆迁、工程建设等领域职
务犯罪66件。针对非法采矿、盗采海砂等

严重危害环境资源的问题，检察机关严
肃查办了24起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玩
忽职守，放任破坏环境资源的职务犯罪。

查办医疗和社保人员在药品设备采
购、社保基金拨付等环节索贿受贿，滥用
职权，给群众和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的职务犯罪45人。

依法查办侵吞、挪用补偿款和惠农资
金等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职务犯罪44人。

检察机关通过对农机补贴资金发放情
况进行核查，查办了10名农机部门管理人
员与不法经销商相互勾结，大肆骗取、侵吞
农机补贴资金的犯罪案件，并依法将套取、
截留的480多万元资金全部予以追缴。

2013年，烟台检察机关在人口集中、
辐射功能强的乡镇街道建成46个检察室，
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各检察室共对基层干部开展警示教
育3万多人次；受理群众举报725件，协助
立查职务犯罪59人，监督司法不公案件
129件；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6100次，化解
矛盾620起。

打造服务民生平台，热情为群众排
忧解难。走访群众3 . 5万人，提供法律服务
6933次；办理群众求助5366件，帮助困难
家庭518个，协调解决就业、低保等问题
1041件。

2013年，全市法院审结各类刑事案
件4211件，判处罪犯4768人。其中，依法
审结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
窃、诈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2174

件，判处罪犯2673人，其中，472人被判
处五年以上重刑。

2013年，全市法院审结各类民事案
件27604件，标的额19 . 2亿元。审结婚姻、
赡养、抚养等案件10182件。审结劳动争
议、工伤保险等案件4259件。审结医疗
纠纷案件138件。

2013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批捕刑事
犯罪嫌疑人2949人、起诉5896人。依法
办理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53人，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交和监督立案46

人。
共立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

务犯罪嫌疑人2 2 9人，其中大案要案
189人，查办县处级干部12人，科级干
部52人；法院已判决229人，全部为有
罪判决；为国家挽回损失 2 0 0 0余万
元。

2013

法院 检察院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1 0日，
市人大常委
会第一副主
任李淑芹作
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赵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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