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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益益林林投投了了保保，，福福山山首首获获赔赔偿偿
烟台仍有部分区域迟迟不参保，业内人士建议防患未然

市中心区住房

保障资格认定公示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聂子
杰 ) 根据《烟台市城市住房保障
管理办法》《市中心区城市中等偏
下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住房保
障申请审核实施细则》有关规定，
经街道办事处初审、区级审核、市
级审批等程序，对2014年12月份经
认定具有住房保障资格的468户申
请家庭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14年
12月30日-2015年1月5日。

市民可登录烟台住房和城乡
建设信息网、烟台市住房保障网
(http://www.ytjs.gov.cn)查看公示
信息，也可前往芝罘、莱山两区各
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区住房和
建设局、市住房保障中心公示栏处
查看公示信息。对公示无异议或异
议经核实不成立的家庭，2015年1

月6日起在工作日期间可以到街道
办事处领取《住房保障资格证》。

2015新年音乐会

奏响港城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宋永胜 赵科源) 29

日晚，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烟台
市2015新年音乐会”在烟台大剧院
隆重举行。

“烟台市2015新年音乐会”由
德国广播交响乐团担纲，为广大市
民奉上音乐艺术盛宴。上半场，乐
团为市民奉上瓦格纳的《罗恩格林
前奏曲》、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
钢琴协奏曲《皇帝协奏曲》等经典
曲目。下半场作为乐团维也纳新年
音乐会精选单元，更是精彩纷呈，
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天体乐声圆
舞曲》《德里恩圆舞曲》《短途旅行
波尔卡》《蓝色的多瑙河》、维尼亚
夫斯基的《谐谑曲》、圣桑的《天
鹅》……为烟台音乐爱好者带来了
一场精彩绝伦的交响乐盛宴。

蓬莱86家渔家乐

获省星级称号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李凝
通讯员 丁昆 苏海渤 ) 近

日，在山东省旅游局晒出的2014年
全省乡村旅游发展光荣榜中，蓬莱
市共有86家渔家乐经营业户获得
山东省好客人家星级农家乐称号，
其中50家被评为四星级，36家被评
为三星级。

这标志着蓬莱市近年来积极
推进的农(渔)家乐的“115”工程基
本完成，同时也标志着蓬莱市以农
(渔)家乐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
由规范行业向特色行业的转变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

本报12月29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杨铭松) 2014

年，烟台林业局首次开展生态
公益林保险工作。据了解，9月
末福山一山区发生火灾后将获
赔，将成烟台首例公益林参保
获赔案例。截至目前，全市337

万多亩公益林已有4成参保，但
仍有部分区域迟迟没参保。业
内人士建议，提前参保，做到未
雨绸缪。

“今年9月25日，福山一小
片公益林发生火灾，而就在起
火两天前，这片林区刚刚参加
保险。”烟台市林改办主任伏小
猛说，以前灾后恢复林间绿化
的花费需要村、镇等集体自己

掏腰包，如今福山这片林区参
加保险了，保险公司目前正在
核算，核算后将给以相应的赔
偿，这将成为烟台首例公益林
参保获赔案例。

据了解，生态公益林入保
险，参保费用国家拿了大头，县
市只拿少部分钱，一旦发生灾
害，赔偿金全部归林业生产经
营者。“这是个好事，有的区域
重视，但有的不够重视，迟迟没
有参保。”伏小猛举例说，目前
栖霞做得比较好，是现在唯一
一个由市政府出台实施方案的
县市区，对其他区域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

栖霞市林业局局长王竹岚

说，栖霞成立了由市政府分管
副市长，林业局、财政局、保险
等部门为成员的公益林保险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公益林
工作的推进。栖霞市林业局副
局长郭怀同说，工作人员与镇、
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交流，鼓励
国有和集体林场、林业企业、林
业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同时由林业部门相关工
作人员林业站人员及部分护林
员进行保险知识培训，建立健
全公益林保险报案、立案、查
勘、定损、纠纷鉴定、理赔等事
宜，确保维护投保单位的合法
权益。

伏小猛说，有的地区迟迟

没有参保，一方面是相关部门
重视程度不高，沟通协调不到
位，制约因素多，工作难度大，
经费保障不到位等，另一方面
是林业生产经营者认识不到
位，观念没有转变，重视程度不
够。

伏小猛建议，保险机构与
林业部门密切配合，探索符合
山东特点的森林保险模式，做
到既方便群众投保，又利于工
作和理赔。林业部门和保险机
构更要做好理赔补偿工作，调
动林农投保的积极性。林业生
产经营者不应抱有侥幸心理，
为节省参保费用不参加保险，
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参保。

每亩最高

获赔800元

“按照规定，每亩公益林
保险费为4元，其中中央补贴2

元钱，省补贴6毛钱，县市区拿
1 . 4元钱。”伏小猛介绍，公益林
保险费为4元/亩，其中中央补
贴50%(即2元/亩)，省补贴15%
(即0 . 6元/亩)，市县财政补贴
25%(即1元/亩)，产权单位承担
10%(即0 . 4元/亩)。“一旦发生
火灾、病虫害的灾害，最高可

获赔800元，基本够用于灾后林
区造林绿化恢复植被，包括购
苗、栽种、管理等。”

今年烟台首次实行公益
林参保，公益林参保采取自愿
原则，全市337万多亩公益林如
今已有4成参保，包括栖霞、福
山、牟平、莱阳等县市区。其
中，栖霞全市纳入林改范围内
的公益林83 . 4万亩，参加保险

的有24 . 7万亩。栖霞市政府还
印发《栖霞市生态公益林保险
实施方案》的通知，详细规定
了参保范围和理赔事宜。

“公益林参保将增强林业生
产经营者抵御森林风险的能力，
是个好事。”伏小猛说，计划2015

年生态公益林参保率超过70%。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

员 杨铭松

今有雾霾明迎雪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蒋大
伟 实习生 庞旭 ) 29日，市区
出现轻度雾霾天气。据烟台气象台
预报，30日烟台云量增多，有轻度
雾或霾，从30日后半夜开始烟台市
将迎一次强冷空气影响，出现明显
降雪、大风和降温变化，31日北部
地区将有中雪，局部有大到暴雪。

据烟台气象台29日16时发布
的天气预报，30日，晴转多云，有轻
雾或霾，北风下午转东南风都是3

级～4级，气温-1℃～8℃；31日，北
部地区阴有中雪，局部有大到暴
雪，其他地区阴有小雪，南风3级～
4级后半夜转北风逐渐增强到6级
～7级阵风8级，气温-4℃～1℃；1

月1日北部地区阴有小雪局部地区
有中雪，其他地区多云，西北风6级
～7级，阵风8级转南风4级～5级，
气温-6℃～0℃。

烟烟台台迈迈进进““跨跨境境电电商商时时代代””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王永军) 29日，随着12件服装
通过烟台海关邮运现场跨境
电商通关系统报关出口，烟台
海关邮运、空运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一般出口模式同时启动，
烟台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零
售出口迈出一大步。

29日，在烟台海关邮运现
场，烟台鼎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12件价值189美元的婴儿及
成人服装通过跨境电商通关

系统报关出口。同日，烟台枫
华贸易有限公司6件价值22美
元的化纤针织套头衫等通过
空运现场跨境电商通关系统
出口。

烟台海关邮运、空运跨境
贸易电子商务一般出口模式
同时启动，空运、邮运通关渠
道正式打通，烟台由此迈进

“跨境电商时代”，成为省内第
二个开通跨境贸易一般出口
通道的城市。

外外贸贸备备案案登登记记权权限限下下放放县县市市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王永军 通讯员 高鸿翰)

记者从烟台市商务局了解
到，目前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工作权限下放至县市
区，从30日起企业需就近办
理。

目前，获批工作权限的县
市区已开展备案登记工作，各
外贸企业办理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新办、变更、遗失
重新办理、过期重新办理、注

销等各项业务均可在本地“一
站式”完成。

自12月30日起，芝罘区、
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龙口
市、莱阳市、莱州市、蓬莱市、
招远市、栖霞市、海阳市、长岛
县等12个县市区企业办理备
案登记 (新办、变更、丢失补
办)请到本地办理，备案登记
机关填写相应的县市区商务
局。开发区、高新区企业暂时
仍到市商务局办理。

交警曝光1-11月份十大“逆行王”

有有辆辆车车竟竟然然逆逆行行了了5566次次
本报12月29日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袁圣凯 蒋
楠) 有些驾驶员为了省时间，
经常“反其道而行”。29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统计1-11月的逆
行违法数量，梳理出排名前十
的逆行车，最多的一辆车竟有
56次逆行。

据市交通支队科技科统计，
今年1-11月，市区共抓拍逆向行

驶违法行为48972起。民警称，机
动车逆向行驶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路段逆向行驶，也就是单行
线不按规定方向行驶的，但这属
于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另
一种是路口逆向行驶，如果行车
在分道行驶的马路上靠左侧行
驶，就是逆向行驶。

据交警统计，市区最容易逆
向行驶的路口是白石路与青年

路路口，1-11月共抓拍逆向行驶
违法行为16756起，占了总违法数
量的近三分之一。还有几个路口
的逆行违法数量也挺多，分别是
北马路与青年路路口5087起、芝
罘屯路与建设路路口2569起、南
大街与青年路路口2437起、观海
路与桐林路路口2435起。

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
驶，根据规定，将受到罚款200

元，记3分的处罚。
根据逆行违法数量的统

计，交警梳理出排名前十的车
辆 号 牌 和 违 法 次 数 ：鲁
FBC055，56次；鲁YN4449，28

次 ；鲁 Y 8 Y 6 9 1 ，2 3 次 ；鲁
YWU059，18次；鲁MD5171，17

次；鲁F5J156，17次；鲁FPE110，
1 6次；鲁 F 7 A 1 0 7，1 4次；鲁
F01772，14次；鲁K0579S，14次。

相关链接

烟台油画学会举办

十周年美术文献展

本报12月29日讯(记者 陈莹
通讯员 宋永胜 徐学杰) 30

日，“油画·烟台”烟台油画学会成立
10周年美术文献展暨《油画·烟台》画
册首发式在烟台城市美术馆举办。

据悉，30日上午进行展览开幕
式、画册首发及画册捐赠仪式，随
后进行烟台油画学会第三次会员
代表大会及换届选举工作，下午请
山东美协专家和学会学术骨干一
起针对会员与广大市民举办油画
专题讲座和学术研讨。这是2014年
烟台的一场高水准的文化艺术大
餐，既为专业艺术人士提供了切磋
交流的平台，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
一个了解油画、欣赏油画、学习油
画的绝佳机会。

29日，市区出现轻度雾霾天气，远处的楼房若隐若现。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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