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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电电子子商商务务产产业业园园明明年年投投用用
2014年烟台电商发展论坛昨日举行，众专家齐聚港城献计献策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王
永军) 9日上午，2014年烟台市
电子商务发展论坛暨烟台市电
子商务产业园启动会举行，论坛
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围绕烟台
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情况，把脉未
来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不少企业
都到论坛现场取经。

“烟台可以发展农产品、海
产品、葡萄酒、花生油、服装等传
统产业的电商业务。”在论坛一
开始，同济大学工学博士袁磊
说，烟台资源丰富，有一定的电
商基础，还有龙头企业带动，可
以实现电子商务产业园和企业
间的互利共赢。

上海市现代商务促进中心
副秘书长孟宪煌教授也表示，烟
台在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电子
信息等方面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可以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发展电
子商务。

这次论坛还同时启动了烟
台电子商务产业园，标志着该项
目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烟台电
子商务产业园位于芝罘区卧龙
经济园区通黄路19号，总建筑面
积约21万平方米，整个园区分为
大中型品牌电商、跨境电商、电
子商务孵化器、O2O体验区、物
流仓储等功能区。园区将致力于
打造国家级园区，打造山东省最
具特色、最具影响力、最具独创
运作模式的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预计2015年下半年建成并投入
使用。

袁磊表示，预计到2025年，
烟台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将带动
GDP增长1300亿元，园区集聚2 . 8

万人就业，带动新增9万个电子
商务就业岗位。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纪文玲 ) 近期，烟
台市地税局实行诸多新政，全面推
行“一窗全能”服务模式，将原来职
责单一的窗口整合改为全职能窗
口，功能涵盖税务登记、申报纳税、
发票发售、发票代开、税种认定、文
书受理等十余类税收业务，使纳税
人平均等候时间由原来的16分钟
缩短为6分钟，办税效率提高40%。

市地税局对现有的涉税事项
进行重新梳理，简化手续、优化流
程，将分散在各部门的审批权限前
移至办税服务厅，目前，已前移事
项主要有三类87项。征管业务前
置，为纳税人缩短了办税时间，节
约了纳税成本。

此外，还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
企业(包括个人、个体户)免除营业
税及附加。推行电子档案管理系
统。增设高拍仪、身份识别系统，纳
税人只需提供原始资料即可。个别
需要复印存档的，办税厅提供免费
复印服务，纳税人各类资料报送负
担下降58%。

同时，推行网上申报，足不出
户办理纳税申报。设置自助办税
区，配备6台电脑、1台打印机，供纳
税人办理网上报税、打印发票、查
询税收政策。早上提前15分钟上
班，晚上推迟15分钟下班，午间4名
工作人员值班办理涉税事宜。

地税局“一窗全能”

效率提高40%

本报12月9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王世涛 龚安静)
9日，记者从莱阳公路局获悉，G204

烟上线莱阳山前店至冯格庄段改
建工程工可报告顺利通过山东省
交通运输厅的行业评审。

据介绍，G204烟上线莱阳山
前店至冯格庄段改建工程起于莱
阳市山前店镇，止于冯格庄街道
办，接G204，全长27 . 1公里，全线新
建大桥2座、中桥3座。全线采用双
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
26米，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计
划工期24个月。

据了解，莱阳市委市政府已把
该项目列入全市重点建设项目，下
一步，莱阳公路局将根据工可报告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环评、水保、地
灾、压矿等各专项的调查研究，上
报批复以后与工可报告一并报省
发改委组织审查。

山前店至冯格庄段

G204烟上线将改建

本报1 2月9日讯 (记者
李楠楠 ) 今年闰九月，相比
以往，今年中小学的秋季学期
更长一些，被网友称为“史上
最长学期”。这个学期长那就
意味着下个学期短，所以有些
学校的老师准备提前上一部
分下学期的课程，让学生提前
借书，这可忙坏了家长。

所谓的“史上最长学期”
是根据农历推算出来的，因为
今年闰九月，也就是农历有两
个九月，所以春节的日期便挪
到了公历2015年2月19日，比
2014年春节推迟了9天。由于

上下学期总周数一定，这个学
期变长，意味着下个学期变
短，因此港城一些学校的老师
准备提前教授下学期的课程，
让学生们先去寻找教材，可以
买，也可以借。

合理安排课时，这本是件
好事，但却忙坏了不少家长。

“这几天就忙这事了，亲戚、
朋友、同事，家里有孩子的都
问了一遍，凡是能借到的都跑
遍了。”家住芝罘区塔山附近
小区的刘女士说，她家孩子在
市区一所初中上初二，明年有
地理会考，老师担心时间不够

用 ，让 提 前 借 书 ，提 前 预 习
着 ，“ 别 看 就 这 一 本 地 理 教
材，可不好借，据说下学期可
能会改版，之前借的可能不好
用，怎么办，只能到处打听着
买。”

与刘女士有同样遭遇的
家长还有不少，多是初二初三
准备会考课程的学生家长。

“老师们也是为咱学生好，可
是这教材真的不好借，也不好
买啊。”一位家长说，“逛了不
少书店，卖教辅资料的多，卖
教材的很少。”

“所谓的最长学期，其实

没有那么夸张。”牟平区一所
初中的老师说，这个学期从9

月1日开始最晚到2 0 1 5年1月
30日结束，加起来最多21周，
比 以 往 也 就 多 了 一 个 周 而
已。

“学校从来没有统一布置
过让学生回家借书。”市区一
所中学的教务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提前借书学习下学期
的课程，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但明年有地理、历史、生物和
信息技术会考，一些任课老师
担心完不成进度，想提前预
习，应该属于个人行为。”

遇遇““史史上上最最长长学学期期””，，家家长长四四处处借借书书忙忙
担心下学期时间不够用，老师让学生借书提前学习下学期课程

在论坛上，跨境贸易多次
被提及。上海美华系统有限公
司董事长罗贵华现场举了一
个生动的例子，他在网上买一
个护膝，国外线上的价格是70

元，国内的线上价格是160元，
相差十分大。

罗贵华说，跨境电子商务
总量是个很大的“饼”，利益空
间大，增长潜力也大。现在国
家正在推行跨境贸易试点，烟
台可以凭借和日韩的地缘优

势，来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现
在已经有一些国内企业直接
打破出口的利益链，把国内产
品直接送到国外消费者手中，
中间省去了很多环节。烟台可
以以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为载体，企业也要更新观念，
大胆创新，实现优势产品与国
际市场直接对接。

艾瑞咨询集团研究院院
长兼首席分析师曹军波则认
为，烟台应该发挥政府的引导

作用，建立全市推进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联席会制度，出台支
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发展实
施意见。还可以以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出口为基础，同步推进
跨境电子商务进口试点，积极
探索“中日韩”网上自由贸易
试验区，打造各类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平台，提供电子商务基
础服务，实施共建共享，降低
发展电子商务的前期成本。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根据烟台商务局统计数
字，2013年，烟台电子商务交
易额达到1 1 3 9 . 1亿元，同比
增长32 . 7%，并连续多年保持
了 3 0 %以上的增长幅度，烟
台电子商务无论是市场规模
还是发展质量均位居全省第
二。

全市各类电子商务企业
累计超过3 . 7万家，其中2 8 0

家专业从事电子商务服务企
业，电商从业者约有 2 . 2万
人。规模以上企业中，超过
85%的企业开展了电子商务
业务。全市商户在阿里巴巴、
淘宝或天猫、京东商城、一号
店等电商平台注册5 . 4万户，
占全省9 .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035 . 6亿

元，同比增长29 . 7%，网络零
售额237 . 4亿元，增长48 . 3%。
捷瑞数字、张裕葡萄酒、鲁花
等一批骨干电商企业和平台
快速成长，天驰网络、拓森服
饰等一批电商企业运营能力
不断提升，农村电子商务、社
区电子商务、移动电商、微信
电商等新领域、新模式不断
取得突破。

烟台市商务局工作人
员介绍，烟台电子商务在发
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全市
不少县市区中还没有建立
推动电子商务的领导机制。
电子商务企业和网上卖家
大多分布散落，还没有形成
有效的产业聚集，还不能构

建起支撑市区电子商务发
展的生态圈。此外，专业电
子商务服务商较为缺乏，专
门 开 展 电 子 商 务 策 划 、设
计、美工、咨询的企业还基
本处于空白，电子商务人才
短缺。

据介绍，下一步，烟台将

重点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特
色产业电子商务应用和传统
工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强
化载体建设，做好人才培训
和中小微电子商务企业孵
化，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发
展环境。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借地缘优势，发展跨境电子贸易

9日上午，2014年烟台市电子商务发展论坛暨烟台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启动会举行，诸多国内知
名专家“把脉”烟台未来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王永军 摄

专家建议

本报12月9日讯(记者 李凝)
9日，记者从烟台市旅游局政务

网上获悉，12月13日至20日，由江
西景德镇“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
所”主办、烟台城市美术馆承办的
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作品展将在
烟台城市美术馆开展。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将集
中展示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戴
荣华、张育贤、舒惠娟、涂金水4位

“国字号”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
150余件陶瓷艺术精品。此次国家
级陶瓷艺术展览作为莱山建区20

周年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之一，免
费向社会开放。

本月13日至20日

有场陶瓷艺术展

电子商务水平位居全省第二

尚未形成有效的产业聚集，人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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