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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刺参同人参、燕窝、鱼翅

齐名，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海参

不仅是珍贵的食品，也是名贵的

药材。随着海参价值知识的普及，

海参逐渐进入百姓餐桌。为让广

大顾客亲身感受野生海参对广大

顾客朋友身体健康以及康复慢性

疾病带来的神奇功效 ,烟台亨硕达

海洋食品有限公司特举行健康公

益 进 万 家 活 动 , 只 要 您 拨 打 电 话

4 0 0 - 0 0 1 - 0 0 9 6均可低价领取价

值 3 9 6 0元的长岛刺参一斤彻底康

复慢性疾病及提高机体免疫力。

我们向社会公开承诺;

1、保真：每根海参均符合国家检

验标准。绝非糖干海参破坏营养成分，

若有虚假，赔十倍。

2、保证长岛刺参，无污染海域，非

养殖，肉厚刺多，口感软糯。

3、每根刺参均采用淡干技术，保

证营养不流失，一斤海参大约(50-70)

头，涨发7斤左右。

本次活动属于公益活动，绝对真

实，绝对可靠！打进电话400-001-0096

即可领取价值3960元的长岛淡干刺参

或海参丝(不用泡发就能吃)一斤，原

价3960元/斤，现只收取潜水员捕捞

费、加工费、税费、物流费990元/斤，每

人最多限量申请两份。还望广大朋友

抓紧时间报名领取，山东限量发放

2000斤，赠完为止，绝不多赠。

如与承诺不符愿承担法律责

任，市内免费送货 ,外地免费快递，

货到付款。

400-00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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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城市管理领域问题，烟台出台实施意见

市市区区今今年年新新增增六六条条公公交交线线路路
交警公布十大

易“被贴单”路段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袁圣凯 蒋楠) 20

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布2014年
市区十大易“被贴单”路段。2014年
全年，烟台市区共查处违法停车行
为12万余起，其中以毓东路路段为
首，全年全路段共有8028起违法停
车。

违法停车排名紧随其后的路段
为桐林路、迎春大街芳花园，这两个
路段分别处罚违法停车行为3871起、
2813起，排名后7位的路段分别为前
进路、青年路、烟大路、幸福中路、魁
玉路、第一大道、幸福北路。

去年全市进出口

527 . 5亿美元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20日，烟台市商务局发布2014

年数据：全市实际使用外资17 . 7亿
美元，增长10 . 2%；进出口527 . 5亿
美元，增长7 . 6%，境外中方协议投
资额5 . 8亿美元，增长48 . 7%；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2374 . 5亿元，增长
12 . 7%，各项指标增幅均高于全国、
全省平均水平。

此外，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加
快打造“一刻钟便民消费圈”，2014

年全市新建各类放心早餐快餐连
锁网点33个，平价连锁肉店31个，
平价蔬菜连锁店14个，培训家政服
务员1120人，再生资源信息服务平
台试运营。

为加快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
设，烟台出台《关于加快肉类蔬菜流
通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目前相关
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已经完成，2014

年年底前，各子系统与市级平台已
实现数据对接，可初步实现肉菜来
源可溯、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新增6条公交线

站点500米全覆盖

今年要继续优化调整公交
线路，由规划部门牵头，于2015

年年底前，完成《烟台市常规公
交线网规划》编制工作，提高站
点覆盖率，实现中心城区公交站
点500米全覆盖。

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化调整
公交线路7条，新增公交线路6

条，其中包括新增1条环线旅游
公交专线。力争2015年年内新开
通3-5条城乡客运一体化线路，
更换部分大型宽体、节能环保带
空调的新式公交巴士，新增150

部新能源燃气公交车，提升公交
车辆档次和舒适度。

在烟台南站、官庄站、牟平
站和烟台新机场等交通枢纽设
置公交首末站、停车场等设施。

积极推进具备嵌入式手机
叫车软件的出租车智能调度系
统。

市区内施工

须提前15日申报

具体来看，在市区范围内，
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
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
单位须在工程开工15日以前向
环保部门申报，内容包括项目名
称、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产生
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等情况。

在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内，禁止夜间(22时-6时)

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
施工作业，确因生产工艺要求或
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应
向环保部门申请批准，并通告周
围居民。

保洁方面，城市主要道路等
一级道路保洁，车行道全部实现
机械化清扫，人行道逐步引入小
型清扫设备，每日机械清扫2次，
洒水4次。每天保洁时间不少于
16小时。

推进水质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

2015年初步构建起以南水
北调工程为纽带，长江、黄河客
水与门楼水库、高陵水库、永福
园地下水库、大沽夹河四大本地
水源统一调度、联网运行、优化
配置的一体化双水源供水工程
体系，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各区供水企业要根据《山东
省城镇供水行业信息公开实施
办法》，将出厂水日检9项、月检
42项，管网水7项指标和管网末
梢水42项目指标的最大值、最小
值和平均值信息，通过网站、信
息公开栏、客服大厅或媒体及时
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推广新标准、新技术、新
工艺窨井盖。新建道路推荐采用自
调式球墨铸铁井盖，建设主管部门
负责监督检查统一规格和施工质
量。老旧开放式小区综合整治时，
整体更换新标准窨井和井盖。

本报记者 张琪

大到公交出行
城市用水，小到路灯
井盖，这些都与市民
生活密不可分，市民
的生活质量如何，取
决于这些城市生活
的细节。1月20日，记
者从市政府获悉，如
何解决城市管理领
域有关问题，现在有
了实施意见。2015年，
城市管理从哪些方
面提质升级？

意见中提及，到2020年，全
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支撑，功能完善、规模
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
系，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产品，完
善市场发展机制，形成设施完
善、服务优良、配套齐全的养老
服务产业体系。千名老人拥有床
位达到40张以上，护理型床位占

养老床位总数的30%以上；实现
“社区养老服务圈”全覆盖，城乡
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全覆盖，
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
紧急救援等基本养老服务覆盖
所有居家老年人。

养老服务业发展，政府应该
扮演重要角色，说白了要积极引
导。政府托底，完善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养老
金待遇和医疗保障水平。发挥公
办养老机构保基本、兜底线的功
能，办好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等
保障性养老机构，对城市“三无”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
养人和扶养人、或者赡养人和扶
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农
村五保老年人，实行政府供养。

烟台出台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养养老老机机构构可可领领取取建建设设、、运运营营补补助助

本报记者 张琪

市政府近日出
台《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烟台市养老服务
业发展和养老服务
产业化发展定目标
谋 出 路 。意 见 中 提
到，到2020年千名老
人拥有床位达到4 0
张以上，政府要在养
老服务业发展中起
到引导作用，在财政
上还要对养老服务
业大力扶持。

政府兜底，城市三无农村五保老人政府供养

各级政府(管委)都要设立
发展养老服务业专项资金，市级
留成的福利彩票公益金50%以
上要用于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

自2014年起，对新增养老床
位不少于20张、符合有关部门规
定资质条件的养老机构(含区域
性敬老院)，按核定床位给予一
次性建设补助。各区范围内每张
床位补助5000元、其他县市每张
床位补助4000元；租赁用房且租
用期5年以上、达到前述条件的
养老机构，补助标准减半。

自2014年起，市财政对运营
1年以上、符合有关部门规定资

质条件的养老机构，按实际入住
的自理、半自理和不能自理老年
人数量，分别给予每人每月50

元、100元和120元的运营补助，
连补3年。

自2014年起，市财政对规
模300平方米以上、床位10张以
上的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并
对运营1年以上的日间照料中
心给予连续3年的运营补助。对
建筑面积达到《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建设标准》(建标143
-2010)要求的，按一、二、三类分
别给予20万元、15万元、10万元

的建设补助和每年6万元、5万
元、4万元的运营补助；对达不
到国家最低建设标准、建筑面
积300平方米以上的，给予10万
元的建设补助和每年3万元的
运营补助。对符合条件的农村
幸福院，给予3万元的一次性建
设补助，并对运营1年以上的农
村幸福院给予每年1万元的运
营补助，连补3年。

自2014年起，市财政对符合
条件的县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

以上财政补助政策均不含
莱阳市。

财政投入，养老机构可领取多种补助

1月20日下午，烟台市中小微
企业联合会一届一次会员大会暨
成立大会成功举办，会议选举成立
了理事会和监事会，烟台玖荣置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全发当选为联
合会会长。图为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鞠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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