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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民以以后后下下了了楼楼就就能能买买保保险险
华泰财险试水社区门店，烟台市区有了首个保险个体户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东洁 虢毅 )

27日上午，市民王国文从芝
罘区市场监管局黄务监管所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了营业执照，
开启了保险行业开设社区门店
的时代，作为一种试点和尝试，
这张营业执照也是烟台市区首
个 ,这意味着以后市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买到保险。

在这张营业执照上，记者
看到名称为芝罘区华泰保险国
文专属保险代理店，类型为个

体工商户。王国文从事保险行
业有10多年的时间，曾经在汽
车4S店担任保险专员，后来加
入华泰保险，在得知社区门店
的消息之后，便积极申报加入。

“开设社区门店也是一个
试点。”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烟台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姜锋介
绍，近期，中国保监会批准华泰
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在辽宁、山
东、广东、广西、四川等五个保
监局辖区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
门店试点工作，他们也是获得

试点批复的唯一一家保险公
司。

其实，很早之前，华泰财险
就有开设社区门店的想法，“但
保险是个特殊行业，之前受法
律法规限制，一直没有推出。”
姜锋说，这个门店是个独立法
人，与华泰财险之间是一种合
作关系。

保险社区店的注册，在烟
台市区也是一个创新型的事
情。“按照正常注册程序，中国
保险协会需要先与国家工商总

局协调注册的事情，然后反馈
到省里，然后再到市里。”芝罘
市场监管局黄务市场监管所一
位工作人员介绍，但如此层层
下来，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考虑到企业着急开业，我
们也参考了外地的一些做法和
经验，并与企业注册局负责人
进行了沟通，最终给快速办出
了执照，也算是一种尝试。”该
工作人员说，自企业提出办照，
到下发营业执照，只用了4天时
间。

“根据规划，今年将在烟台全
市开设34家保险社区店。”姜锋说。

“门店不用太大，周边住户不低
于2000户，小区入住率不低于80%。”
华泰财险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姜锋介绍，首先，社区店从业
人员得取得保险从业资格证书，
还得有保监局的批文，最后华泰
保险会给对方一个授权书，签署
专属代理合同。

“社区店可以随时为居民提供
保险咨询、查询、投保、出单、理赔
等一系列服务。”姜锋介绍，在该
店，社区居民不仅可买车险，还能
买到量身定做的专属保险产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今年将在烟台

开设34家社区店

市市排排水水处处启启动动春春季季管管网网养养护护工工作作
为应对夏季汛期，对市区778公里雨水管道和6 . 1万个雨污水井进行疏通

本报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6月份，烟台就进入汛期
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3月
和4月，排水处的工人们每天
都在走街串巷，除了解决管道
堵塞的问题，还要养护雨水管
网。届时，整个市区6 . 1万个雨
污水井将全部清理完毕，为夏
季防汛做好准备。

两个月完成6万余个

雨污水井清理工作

雨污管网经过一个冬季的淤积,

淤泥和垃圾特别多,3月份气温稍有
回升、淤泥也逐渐解冻。对此，整个
三月和四月，排水处会对市区778公
里雨水管道和6 .1万座雨污水井进行
疏通和清挖。

用钩子打开雨箅子，用铲子清
挖出淤泥，然后用小车将淤泥和垃
圾运走。近期，排水处的工人们一直
在市区各个街道忙活着清理雨污水
井。

“很多街道，根本进不去大车，
我们只能推着小车进去挖垃圾。”近
日，50多岁的张师傅正在兴隆街清
挖雨水井，他告诉记者，有的市民直
接将烟头等垃圾丢入雨水井和污水
井里，很容易导致管网堵塞。

排水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每年至少对市区的污水管道和雨污
水井进行两次检查和养护，汛期前
的三四月份有一次，汛期后的十月
份也有一次。

烟台市城市排水管理处
养护管理所设施管理科科长
项先玉每天不仅负责雨水管
网养护，还到处跑现场，哪里
堵了哪里溢了，他就得到哪
儿处理。

“一年365天，也只有过

年才能休息上两三天。”项先
玉15年来坚持早上7点半到
岗，下午6点下班，2013年7月，
烟台下了22天的雨，他有9个
晚上在办公室过夜。

项先玉由于工作忙碌，
很少回老家看望老人，也很

少有闲暇时间陪陪妻子和儿
子。去年，项先玉的老父亲生
病住进莱西的医院，直到父
亲在医院去世，他都没见上
最后一面，母亲的一句“工作
真的有那么忙吗”，让他一直
非常内疚。

一年到头闲不着，天天围着管网转

市排水处工人们每天的
活儿都与管道、井盖、化粪池
有关，事虽小，但与老百姓密
切相关。

项先玉说，烟台不少老
街区都缺少检查井，雨水管
道直接连通到化粪池，化粪
池最容易堵塞，因此他们几
乎天天与老百姓打交道。

据了解，有明确产权单
位的小区，应该由产权单位
或物业进行清掏。如果属于
开放式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公
司管理，居民可拨打投诉电
话6811000，市排水处工作人
员将到现场查明化粪池堵塞
原因，并对因常年没有清掏
造成满溢的化粪池进行清

掏。
“春季的检查井养护还

在进行，如果给居民造成什
么不便，也希望能谅解。”项
先玉说，居民如果发现管道
爆裂、化粪池外溢等情况，可
以拨打 1 2 3 1 9，也可以拨打
6811000反映。

干的都是小事，但与老百姓紧密相关

植植物物园园迎迎来来今今春春首首个个花花期期
迎春、杏花等已率先开放，目前景区门票有优惠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齐
金钊 通讯员 于素婵 苏
芳 ) 迎春、杏花、桃花、玉兰、
连翘……随着气温回升，烟台
植物园迎来了今春首个花期，
一批花期较早的植物竞相开
放。29日正值周末，很多市民来
到植物园踏青赏花，提前寻觅
今年第一抹“春色”。

29日，位于莱山区的烟台
植物园迎来了几百名前来赏花
踏青的市民。在植物园内，记者
看到，园内的玉兰、连翘、迎春
已经开始绽放，河畔的柳树也
已经开始抽条泛青。很多市民
全家出动，在植物园里赏花踏
青、拍照留念。

“这个周末开放的是花期
最早的一部分植物，再过五六
天，将会有更多品种的植物开
花。”烟台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介
绍，烟台植物园拥有植物2000

多种、150多万株，是按照全国
一流水平打造的综合性植物
园，自从去年正式对外开放以
来，已经成为市民周末休闲娱
乐的一大目的地。

烟台植物园占地3 0 0 0多
亩，目前植物园内的设施建
设已经基本成型，除了 2 0 多
个专类园外，今年还要规划
建设一处面积达6000平方米
的景观温室，由热带雨林馆、
珍稀树种馆和沙生植物馆等

组成。
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市

民游园，烟台植物园目前执行

优惠票价，成人票价为20元，
1 . 2米以下儿童免费，学生持有
效证件可享半价优惠。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苑菲
菲 通讯员 隋成) 记者从烟台
市职业技能中心获悉，2015年上半
年国家职业资格全国全省统一鉴
定将于5月16日和17日开考，烟台
市从现在开始接受报名，报名截止
日期为4月8日。

此次统一鉴定全国统考的职
业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物流
师、心理咨询师、理财规划师、项目
管理师、职业指导人员、劳动保障
协理员等10个职业。全省统考职业
有公共营养师、信用管理师、营销
师(5级、4级、3级)、秘书、物业管理
员、保育员、营养配餐员、养老护理
员、室内装饰设计员、制图员、创业
咨询师、健康管理师、形象设计师、
厨政管理师等23个职业。

为方便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
报名，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开辟多
渠道接受报名，一是单位集体报
名；二是针对“未参加培训”或“不
参加单位集体报名”的新报考人员
开通网上报名。具体报名须知和申
报条件可登录烟台市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局 网 站 ( h t t p : / /
rshj.yantai.gov.cn/)“职业技能鉴定”
专栏查询。咨询电话：6246990。

33个国家职业

资格鉴定开始报名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唐乐山) 记者了解
到，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管局近日
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春季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活动。

本次专项活动检查的重点是：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餐饮
服务许可、从业人员管理、环境卫
生、加工操作、原料贮存、索证索
票、清洗消毒、用水卫生等情况。其
中对高等院校以外的学校食堂违
规加工制作冷荤凉菜；各类学校食
堂违规加工制作豆角(四季豆)；各
类学校食堂采购、贮存、使用亚硝
酸盐；学校食堂使用非食用物质加
工制作食品等违规现象依法加大
查处力度。

芝罘市场监管局开展

学校食堂安全检查

中国福利彩票
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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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游客在植物园内赏花。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排水处工人正在清理污水管网内的淤泥和垃圾。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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