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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打车与烟台掌宝

(搜巴)科技有限公司

达成千万战略协议

2015年4月15日，烟台掌宝科
技公司与滴滴打车战略合作签约
仪式在烟台金鹏集团会议厅举
行，合作金额将达到千万以上。山
东掌宝公司总经理吴运东、滴滴
打车国总、烟台掌宝公司董事长、
金鹏集团董事长于建环以及来自
开发区管委的领导参与了此次签
约仪式，并对未来互联网发展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上午9点18分，活动正式开始，
首先滴滴打车国总发表讲话，他
表示：“掌宝科技的发展模式符合
当下社会发展的需求，滴滴打车
的年轻用户与掌宝粉丝用户的结
合，一定会刺激市场带来更大的
发展，6000万红包真情回馈用户。”
随后，山东掌宝公司总经理吴运东
发表讲话：“掌宝科技与滴滴打车
达成战略合作是大势所趋，掌宝公
司一定紧跟形势为广大的搜巴粉

丝以及滴滴打车用户带来更多的福
利。”最后，金鹏集团董事长于建环
女士做了热情洋溢的总结致辞，首
先，她对来自各界的领导表示了热
烈欢迎，未来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金鹏集团一定抓住机遇，为企业员

工、为搜巴粉丝、为滴滴打车用户、
为各行业的商家，提供更好更优的
全方位人性化服务，并对掌宝发
展前景进行了规划和展望。

滴滴打车是一个开放公开的
合作平台。烟台滴滴打车致力于
本地化运营，打造本地化商家双
赢合作，依托庞大的滴滴用户群
体和商家品牌冠名红包等营销工
具，更有全国合作平台，将品牌、
产品、创意推向更广阔的平台。据
统计，烟台本地化已合作商家达
500多家，市场效果良好，欢迎社会
各 界 合 作 共 赢 ，电 话 ：0 5 3 5 -
6801481，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只楚
路29号阳光富景花园。掌宝科技有
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移动互联网
企业，为中国最大的移动互联网
传媒服务及运营平台。现面向烟
威地区诚招合作商，合作热线：
15253509822刘经理。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当时就是看中了柬埔
寨的各方面优势。”说起公司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柬埔
寨投资的事，烟台明远家用
纺织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朔介绍，公司“走出去”战略
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在柬的
纺织厂从去年10月份投产以
来，出口额已达到70多万美
元，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以后还会根据情况确定下一
步发展规划。

烟企走出去③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

“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也
想寻求更大的突破。”烟台明远
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朔说，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床上
用品生产商和国际型贸易企业，
成立于2008年，算是一家比较年
轻的企业。现在下属四个缝制工
厂、一个绣花工厂、一个绗缝工
厂和一个印染工厂。

王朔介绍，在全球经济低迷
状态下，去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
了5 . 6亿多元，出口创汇在福山区
排名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也
想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实施“走出
去”战略，在国外兴业揽金，所以
去年一直在考察国外市场。

“手头有订单保证。”王朔
说，公司所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
都出口到国外，有相对稳定的订
单。订单有保证，所以对在国外
建设工厂有信心。

王朔介绍，在国内的加工
厂，劳动力等成本投入越来越
大，招工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如果能在东南亚等劳动力资源
丰富的国家建设加工厂不失为
一个不错的选择。

经过考察，公司最终决定在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省投资建设
自己的公司。公司首期投资是
300万美元，去年8月份谈妥了厂
房租赁等事宜，新成立的柬埔寨
明远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于去
年10月正式投产。

据介绍，明远家纺之所
以在柬埔寨投资，也是看好
了当地的多重红利。柬埔寨
在国家政策层面，十分欢迎
企业去投资兴业。当地政府
为了吸引投资，开出了比较
优惠的条件，比如工厂前三
年可以免税。

“当地的工人平均月工资
在130-150美元之间。”王朔
说，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
产业，在设备的投入方面比较
少，工人的薪资是一块很大的

成本。相较国内，当地的劳动
力资源丰富，加上价格较低，
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实现
更大的收益。

明远家纺工作人员介
绍，对于一个外贸企业来说，
当地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在关税上十分优惠。柬埔寨
享受欧美等国家的普惠制最
惠国待遇，出口没有配额限
制，且多数产品享受零关税
待遇。这对纺织企业而言，可
以规避因为纺织品配额产生

的贸易壁垒。
“投产以来已经出口70多

万美元。”王朔说，投产半年多
来，当地的纺织厂慢慢开始有
了效益。当地工人经过一段时
间的适应，缝制床单、被套等
产品也越来越熟练，以后的产
量会不断增加。

明远家纺的主要出口对
象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巴西等地。产品从柬埔
寨直接出口，在关税上的成本
会比国内低很多。

享优惠：享受税收、出口等多重红利

“企业要想有长足发展，
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王朔
说，只有了解对方，才能在企
业的发展上更上层楼。比如在
柬埔寨，当地的工厂需要为工
人提供午饭。有一次因为停
电，厂区无法蒸米饭，这个时
候工人却并不理解，要求按时
开饭，所以在这些细节处理上
需要格外留意。此外当地有一
个很有趣的生活习惯，如厕不
用手纸，通常用水清洁，所以

一定要尊重当地既有的风俗。
“在工人的管理上也需要

花大力气。”王朔介绍，在柬工
厂一共有200多名工人，6名中
方管理人员。下一步，会慢慢
培养当地的工人加入到公司
管理中。烟台企业走出去，必
须依靠当地的人力资源，所以
要和员工处好关系。现在在柬
埔寨的工厂已经迈入正轨，如
果达到一定规模，对烟台的母
公司也能起到很好的反哺作

用。这样多点布局，可以进一
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除了在外设厂之外，明远
家纺还会继续坚持主动走出
去，加大市场开拓投入和力
度。参加美国、巴西、俄罗斯、
德国等国际性的家纺展会，提
高国际知名度。同时与国外大
型商场、超市等高端品牌进行
接洽合作，直接对接零售商，
确保公司出口额与利润的双
增长。

谈经验：企业必须融入当地文化

寻发展：

主动走出去
在柬开工厂 在柬埔寨明远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加工产品。 受访者供图

烟台将开展

城市卫生综合整治

“五一”去莱阳海阳

在汽车总站发车

据悉，“五一”期间，至
莱阳、海阳专线及其支线的
车次在汽车总站发车。节日
期间，汽车总站15个售票窗
口及6台自助售票机将全部
启用。烟台至莱州线路4月
30日、5月1日调整为流水发
车，青岛、平度、莱西、蓬莱、
龙口、招远、威海、莱阳、海
阳等热点线路将加密发车
密度，并适当延长流水线路
末班车时间。昆嵛山景区旅
游直通车仍在火爆预约中，
游客可在烟台旅游集散中
心总站营业部报名参加昆
嵛山一日游，从烟台汽车总
站北广场乘车到达昆嵛山
泰礴顶/九龙池/无染寺，一
票直达，免去换乘之苦。

本报记者 蒋大伟

周末带孩子

去广场放风筝吧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春暖花开，
正是孩子们户外活动最佳
时期，如今独生子女的小朋
友常常会找不到一起玩乐
的小伙伴。这一次，让我们暂
时放下繁忙的工作，带上宝
贝，带上好心情，一起放风筝
去。25日(本周六)上午9点，本
报将携手培丁少儿美术基地
一起邀请小伙伴们去滨海广
场，在风筝上作画，一起放
飞风筝。活动仅收20元风筝
成本费。限额100名，报完为
止。您可关注今日烟台微信
或@今日烟台新浪微博，将
孩子姓名和家长姓名及联
系方式以私信方式发送过
来。名额锁定成功后，根据
回复提示尽快付款。

本报记者 陈莹

本周六上午

疾控专家“答家长问”

4月25日是“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
主题是“预防接种——— 孩子
的权利，社会的责任”。周六
上午9点，烟台市疾控中心
将联合各区疾控、预防接种
门诊在莱山区五彩文化广
场、芝罘区文化广场(大剧
院前)、福山河滨广场、牟平
中医院门前开展大型宣传
服务活动。活动当日，疾控
中心和预防接种门诊工作
人员将现场帮家长查验儿
童预防接种证，查找漏种疫
苗，提供预防接种建议，并
现场解答家长关注的热点
问题。前200名参加活动的
家长持“预防接种证”可以
免费领取纪念品一份。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本报记者 孔雨童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琪
实习生 王峰 赵静静) 日前，市
政府下发《烟台市城市卫生综合整
治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并决定2015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城市卫生综合整治行动。

记者了解到，整治任务包括宣
传教育行动、市容环境卫生整治行
动、农贸市场整治行动、交通秩序
整治行动、食品安全整治行动、重
点场所卫生整治行动、病媒生物防
制行动、全民健身行动，共八项整
治行动。

本报4月22日讯 (通讯员 柯
可 张虹 记者 李静） 为推动
烟台休闲渔业产业发展，烟台市海
洋与渔业局制定了《烟台市市级休
闲渔业基地认定办法》，并决定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市级休闲渔业基地认
定工作。被认定的基地每3年组织一
次复核，对复核结果不达标的，直接
取消其称号。

今后，市级以上的休闲渔业政
策、项目优先考虑和重点倾斜市级
休闲渔业基地。今年，市里设立200

万元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奖励资金，
7月份将会同财政局从市级休闲渔
业基地中认定5处市级休闲渔业示
范基地，并给予资金奖励(已获得
省级以上休闲渔业项目资金扶持
的基地不再重复扶持)。

烟台开展市级休闲渔业

基地认定工作

行政审批事项

不进《目录》不得实施

记者从市政府办公室
获悉，为加强行政审批事项
管理，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促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建设，烟台市制定了《烟
台市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
理办法》。

办法所称行政审批事
项包含本市各级行政机关
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
法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行
政审批事项实行目录管理。
各级应当建立本级行政审
批事项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未纳入《目录》的行政
审批事项不得实施。本办法
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0年3月31日。

本报记者 张琪 实
习生 王峰 赵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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