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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2 3日讯 (通讯员
李其波 刘庆华 记者 蒋大
伟 ) “五一”小长假下周即将到
来。根据省交通运输厅下发的通
知，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市
所有的收费公路将继续对七座
(含)以下小型客车继续执行免收
通行费政策。

今年“五一”劳动节小长假
时间为 5月 1日至 3日，高速公路
免费通行的时间为：5月1日0 : 0 0

至5月3日24 :00，小型客车免费通
行期间，高速公路以车辆通过收
费站出口车道的时间为准，一级
公路收费站以车辆通过收费站
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收费站免
费车道对小型客车不发卡直接
抬杆放行。

为保障收费工作平稳过渡，
联网收费高速公路收费站于免
费通行开始和截止前3小时对小
型客车发放纸质通行卡。

“五一”假期小客车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 23日，港城的天气似乎一下
子进入了夏天的模式。据预报，周
末两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0℃，此
外，烟台市气象台发布了最高森林
火险气象等级。

据烟台气象台预报，根据目前
气象资料分析，24日到27日，烟台
市以晴天为主，无明显降水，南风
风力较大，气温偏高，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均为五级，属极度危险、极
易燃烧级别。请市民注意防范。

据烟台气象台23日16时发布
的天气预报，24日，晴，东北风下午
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9℃到21℃；
25日，晴到多云，南风3到4级转5到
6级，气温9℃到30℃；26日，晴间多
云，南到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气温12℃到30℃。

周末最高温30℃

市民注意防火

7722家家电电梯梯维维保保单单位位晒晒““成成绩绩单单””
市质监局公布去年全市电梯维保单位考核情况

东东方方电电子子进进军军印印度度电电力力系系统统
未来拓展东南亚市场，更多布局“一带一路”

本报4月23日讯 (通讯员 王
善浩 记者 孔雨童 ) 23日，市
卫生局公示4家已过期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提醒市民注
意。

这四家企业卫生许可证号分
别为：一、莱州市恒泰纸业有限公
司，卫生许可证号：鲁卫消证字
(2011)第0007号，失效日期：2015-03
-09；二、烟台市福山区茂源纸业制
品厂，卫生许可证号：鲁卫消证字
(2011)第0016号，失效日期：2015-04
-08；三、山东省莱阳生物化学制药
厂，卫生许可证号：鲁卫消证字
(2011)第0018号，失效日期：2015-04
-09；四、烟台安洁尔城市卫生有限
公司，卫生许可证号：鲁卫消证字
(2002)第0129号，失效日期：2015-04
-11。

4家企业卫生

许可证号被注销

“除了印度市场，东方电
子还准备进一步拓展东南亚
等市场。”丁振华说，眼下国家
正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东
方电子也将争取在沿线更多
布局。

2005年，东方电子获得了
马来西亚RTU设备订单，现在

设备投运，运行良好。此外，在
印尼、新加坡的市场，东方电子
部分重点项目也正在进行中。

不仅如此，东方电子产品
与服务也已经进入了希腊等
国家；并且管理运维赤道几内
亚的国家电网已经迈入第5个
年头，培养了一大批业务精湛

的国际项目管理与运维人才。
下 一 步 ，如 果 进 展 顺

利 ，在“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东 方 电 子 将 会 更 多 布
局，更快发展，通过海外子
公司反哺母公司，国内国外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将会带
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掘金“一带一路”，拓展东南亚市场

作为成功走出去的企业，
丁振华介绍，在具体走出去的
过程中，企业也有一些困惑，
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比如，
希望能出台更加灵活快捷的
企业高管护照管理方案，更加
有利于国际商务交流。“希望

政府及相关部门多了解东方
电子的印度项目，并帮助企业
推广，传递到更高的层次，在

“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基础
设施建设中，东方电子愿做排
头兵。”

还有，不少企业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融资的问
题，希望获得支持。此外，烟企
在海外开展的一系列商务、技
术交流，最好能由中国驻外使
领馆提供支持和具体协助，以
提升项目层次，更利于项目合
作。

希望政府帮助企业走向更高平台

眼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热，摆在烟台企业面前的是如何更好搭乘东风，扬帆出海，几
天时间里，本报推出了系列报道，把烟建、万华、明远家纺、东方电子等成功走出去企业的经验
做了分享。至此，本组报道暂告段落，让我们共同期待，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首航地，烟台将
织就更加美丽额梦想，烟企将更多布局“一带一路”。

据了解，2009年，东方电子
就开始谋划推进国际化市场开
拓，并将南亚、东南亚作为海外
战略重点。成为印度电力系统自
动化和信息化服务领域具有咨
询、供货两种资质的唯一中国厂
家。

2011年11月25日，在印度泰
米纳度邦电力公司总部，东方电
子正式签约获得了配网自动化
改造总包项目。

据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振华介绍，这是东方电
子在印度的第一个项目，有数百
个安装现场。此后东方电子又签
约了一系列合作项目，2011年至
今 ，东 方 电 子 在 印 度 已 获 取
38 . 08亿印度卢比、约3 . 9亿人民
币的项目合同。

为了谋求在印度的更大发
展，东方电子还在印度成立了子
公司，进行本地化运营，深耕印
度市场，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成立子公司

参与印电力系统改造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2011年至今，东方电子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
度已获取38 . 08亿印度卢比、
约3 . 9亿人民币的项目合同，
并在印度成立了子公司，深
耕细作电力市场。东方电子
还将积极拓展东南亚市场，
不断扩大产品领域和市场
范围。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 近
日，市质监局公布了2014年全
市电梯维保单位考核情况，已
备案的72家电梯维护保养单
位中，A类单位 5 4家、B类 1 5

家、C类3家、D类0家。
2 0 1 4年市质监局组织各

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质监局)、
市特检院对辖区内电梯维保
单位开展了违法违规行为记
分考核工作。并根据分数高

低 ,划分为ABCD四个级别 ,分
数越高,级别越低。

“越是高分 ,说明存在的
问题越多。”市质监局一位负
责人介绍 ,分数不是凭空打出 ,

而是有一套详细的规则和标

准。
据市质监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2014年的记分考核情况，
将对B、C类维保单位加强重
点监察，实施维保质量抽查，
并做好抽查记录。

单位名称 等级
烟台市天豫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A级
烟台环宇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级
烟台市鲁建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嘉铭房屋设备有限公司 A级
优耐德电梯有限公司 A级
上海亚菱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青岛飞鹰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A级
北京北安华电电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级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A级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A级
东营市宏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A级
上海莱普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烟台诚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A级
烟台春成电梯有限公司 A级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A级
山东鑫宏安电梯有限公司 A级
上海华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昆山通佑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东兴电梯有限公司 B级
山东西子电梯有限公司 B级
烟台安运电梯有限公司 B级
潍坊宙斯工程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B级
烟台裕泰楼宇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B级
青岛科达电梯有限公司 B级
威海建安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B级
烟台华通电梯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B级
海阳吉昊电梯有限公司 B级
烟台力诺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B级
烟台唯奥电梯有限公司 B级
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B级
青岛蔚蓝机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B级
青岛德源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B级
烟台东方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B级
烟台市誉翔建材有限公司 C级
湖北乐金川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C级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C级

单位名称 等级
蒂森电梯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A级
山东省上海三菱电梯特约代理有限公司 A级
烟台永立电梯安装维护工程有限公司 A级
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A级
烟台开发区力源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兴龙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思域华安物业有限公司 A级
烟台金程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A级
欧宾机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A级
烟台中诚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天泰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A级
烟台江鸿楼宇配套有限公司 A级
烟台通达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博汇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A级
烟台浩宇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景奥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国弘电梯有限公司 A级
威海家田和谐电梯有限公司 A级
沃克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A级
山东高斯达电梯有限公司 A级
威海鸿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A级
上海安莱杰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利达电梯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A级
烟台创信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A级
烟台众泰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市方圆电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A级
烟台嘉圣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A级
山东金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小坤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凯利都电梯有限公司 A级
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市宏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烟台嘉铭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山东省嘉誉国泰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A级
烟台金诺电梯有限公司 A级

结束语

东
方电子
在印度
的施工
现场。

72家电梯维保单位评级表格

烟企走出去

一一带带一一路路

中国福利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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