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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雨污分流

2018年完成改造

福山汽车站

整修后开门纳客

本报微信 本报微博

市排水处

进小区清淤

暗藏海龟及玳瑁标本

行李箱被海关查获

民爆库房视频监控

将接入公安监控平台

萝卜炖肉眼牛排

食材：牛排、白萝卜、姜、料酒、八角、生
抽。

做法：
1 .牛排洗净，切块，入冷水中焯一

遍，沥干待用。
2 .起油锅，倒入适量油润锅，约7成

热后，倒入牛肉块，大火翻炒数下，加入
生姜，料酒，盖锅盖焖3分钟。

3 .加八角，倒入少量生抽，及适量
开水，盖锅盖，文火焖牛肉约40分钟。

4 . 40分钟后，加入适量食盐调味，
并放入切好的白萝卜，继续文火焖30分
钟。

5 . 30分钟后，关火，放置几分钟后
食用更佳，更入味。

每日一菜

福山疾控开展农村

健康文化墙建设工作

芝罘启动小额担保贷款

已发放1亿多元

29日，经过修缮的福山汽车站开
门纳客。整修后的福山汽车站达到国
家二级客运站的配置，将在原有20多
条进站线路基础上引进新的线路，并
增设旅游、婚庆、会议等包车服务。

29日上午6点多，新的福山汽车站
迎来了开业后的第一位旅客，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顺利买票上车。随后工
作人员顺利完成了牌号为鲁FV5686

烟台-唐家泊的车辆报班检查、安全带
宣传、清点人数、驾驶员安全承诺、出
站检查等工作。

整修后的福山汽车站焕然一新，
站内各项设施设备均达到或超过国家
二级客运站标准配置。目前有3个售票
窗口、7个检票口，实现了微机售检票
并可联网售票，旅客可同时购买烟台
交运集团所属13个车站的联网车票。

目前福山汽车站有蓬莱、牟平、海
阳、栖霞支线、驻马店、镇平、南阳等20

余条进站线路。据悉，新站开业后，将
持续引进进站线路，同时将增设厂企
班车、旅游包车、会议、婚庆用车，并适
时在汽车西站和福山站两站间进行转
乘，实现各区的沟通互联，方便周边旅
客进站乘车。

周边市民可乘坐30路、31路、32

路、36路、303路、521路公交车（御花园
小区下车东行100米或福山区人民医
院站点对面）至福山汽车站乘车出行，
福山汽车站服务热线：0535-6362761。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杨
绍芳

29日，记者从芝罘区财政局了解
到，芝罘区不断完善政策，创新机制，
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在支持创业、促进
就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已累计发放
贷款金额11912万元，按期还款率达到
100%。

据了解，凡创业地在芝罘区内，在
法定劳动年龄内登记的城镇失业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军队退役军人、残
疾人、被征地农民、随军家属、高校毕
业生、返乡农民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等全部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范围。目前
已累计发放贷款180笔，以贷款创业带
动就业4764人。

为了能给符合条件的人员和小企
业提供更多的支持，芝罘区不断加大
筹集资金力度，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增
强小额担保贷款担保能力，目前担保
基金已达到1500万元。

本报记者 王永军

近日，青岛海关下属烟台海关在
机场进境旅检现场旅客行李箱内查
获夹藏的海龟及玳瑁标本2件，重约
3 . 1公斤，目前海关已予暂扣并作进一
步处理。

当日，烟台海关关员在办理韩国
仁川至烟台的国际航班进境旅客及
行李物品通关验放手续时，发现一旅
客携带行李箱X光机检查图像呈现异
常。经开箱查验，发现有疑似海龟标
本2件。经鉴定，确认上述物品分别为
海龟标本和玳瑁标本，海关已予暂扣
并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海龟和玳瑁是受《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物种，在我
国均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商业性国际交易是被禁止的。
海关提醒，个人在境外购买动植物及
其标本、制品之前，如果不清楚物种
是否在许可证管理范围之内，最好先
向濒危办、检验检疫等相关部门和机
构咨询。

本报记者 王永军

为了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烟台
市排水处近期开始对小区内和市场
边的雨污井进行清淤。由于是在居民
生活场所，施工避开了中午和傍晚居
民活动密集的时间段。养护管理所副
所长邴桂洋介绍，施工将不会扰民，
本月将完成清淤工作。

本报记者 王敏 韩逸

29日，记者从市城管局排水处了
解到，新海阳区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进行过半。按照计划，2018年将完成整
个芝罘区城区的雨污分流改造。新海
阳区片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主要为
文化路，从大海阳立交桥到青年南
路，主干道大约四百米的路段。

29日上午，记者在交警一大队西侧
看到，市排水处的工作人员正在路南开
挖路面，准备铺设排污管道。东侧路面
已经回填，工作人员介绍，上周开始施
工，现在工程已经进行过半。

现场负责的工程公司副经理杜洪
桢介绍，在文化路与青年南路交叉口附
近，有一条很小的暗河，往年雨水和污
水全都排到了暗河里，然后流向地势较
低的大海阳立交桥方向，通过一条明河
排走。此次改造，将加铺一条400毫米的
污水管，将污水从河道中分流走，“再有
四天左右就能完工了。”

杜洪桢介绍，目前芝罘区还有四
个区片存在雨污合流的情况，分别是
白石、只楚、汽车总站附近、幸福，都
是建成时间较长的老旧小区。受地势
等因素的影响，施工将按照从东向
西、从南往北的顺序进行。按照计划，
整个芝罘区城区的雨污分流改造将
于2018年完工。

本报记者 王敏 韩逸 通讯
员 冷新

为了积极落实“亿万农民健康促
进行动”，结合“联村联户心连心”为民
办实事项目，福山区疾控中心在紫埠村
和葛家庄村开展健康文化墙建设试点
工作，在两村共设置健康文化墙10块。

健康文化墙项目是福山区疾控
中心创新健康教育宣传手段的一项
重要举措，既方便又醒目，而且就放
置在老百姓的家门口、屋檐下，贴近
农村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它通过图画
和简单的文字说明，容易被老百姓接
受，能够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健康知
识的普及性和可及性，促进健康素养
水平的提高。

通讯员 丁培远 于磊

为尽快将牟平区民爆库房视频监
控统一联网接入公安监控平台，加强
爆炸物品的管理，及时发现并排除安
全隐患。近期，牟平区治安管理大队民
警开展细致的联网工程调研工作，大
队多次派员深入辖区各民爆库房进行
实地考察，并积极与民爆企业负责人
进行交流，研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
施方案，为下步民爆库房与公安机关
联网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汪海波 于建军

蓬莱加大酿酒葡萄

农业保险补贴范围

为扶持葡萄酒产业发展，增强葡
萄酒企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蓬莱市
率先将酿酒葡萄纳入政策性农业保
险补贴范围，蓬莱市级财政承担25%

的保费补贴，2013年投保企业因自然
灾害已获得理赔19 . 6万元。

2014年，参保企业进一步增加，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烟台市分
公司与蓬莱市中粮长城、君顶酒庄等
五家企业签订了2014年葡萄种植保险
合同，蓬莱市级财政对纳入保险的
5000多亩葡萄基地按政策给予补贴，
年补贴资金19 . 2万元，财政扶持力度
加大使更多企业受益。

本报记者 王永军

29日上午，马龙公司举办了2014年
通行费征收业务竞赛，来自烟台管理
处及威海管理处7个收费站共计40多名
选手参加比赛。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
比拼，业务竞赛圆满结束，烟台管理处
代表队包揽团体奖项前三名。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王欢

马龙公司举办

通行费征收业务竞赛

开发区人社局出台

用人单位违法公布制度

为提高区内用人单位自觉遵守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意识，加强社
会舆论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10月底，开发区人社局制定出台
了用人单位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
会公布制度。

制度规定，如企业存在因违反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引发职工群访群诉、罢工
或其他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非法使用童工或者介绍童工就业，造成
严重后果；拒不接受调查、经劳动和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拒
不履行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
处理、处罚决定；经查证属实后，由劳动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通过电视台、报纸、
网站、劳资例会等形式，将单位名称、地
址、登记注册类型、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姓名、违法事实简要情况等向社会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公布。

此外，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还将列
入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
此项制度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有
效期5年。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做好村干部

任期目标责任审计

自2014年3月底开始，辛安镇根据
上级要求对辖区49个村进行了村干部
任期目标责任审计，专门成立了审计
工作组，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农村经济
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财经法纪执行情
况、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管理情况和
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审计过
程中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管理、做到六
个结合并提出审计建议。

截止到6月底全部审计完毕，共审
计49个村，全部建立监督委员会，全部
建立财务审批制并实行按季公开，共
审计资金额达6 . 95亿元。这次任期目标
责任审计摸清了每个村的家底，为下
一步的两委换届工作夯实基础。

徐永静

鲁信影城银座店

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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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迷宫

片长：113分钟
场次：19:20/20:45/21:25

超体

片长：89分钟
场次：19:00/20:20

银河护卫队

片长：121分钟
场次：19:50

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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