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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处处扬扬尘尘污污染染源源整整治治太太滞滞后后
环保局予以曝光，督促尽快整治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4月
份，烟台市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办
公室对六区扬尘污染防治情况
进行了现场检查，共发现38个扬
尘污染源。在随后的督查中，发
现其中14个扬尘污染源整治进
度滞后，现予以公开曝光。

根据市政府深化持续开展大
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部署，市区
两级把渣土堆放和裸露土地扬尘
污染问题作为市区大气污染综合
整治活动的重点，在持续开展的
整治工作中，取得不少战果。

4月上旬，烟台市大气污染综
合整治办公室对六区扬尘污染防
治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根据检
查情况下达整改督办单8份，涉及
整改事项38项。近日，市大气污染
综合整治办公室对整改情况进行
了跟踪督查。从检查情况看，38个
扬尘污染源中，已完成整改的9

个，正在落实整治措施的15个，整
治进度滞后的14个。

在被公开曝光的这14处扬
尘污染源中，芝罘区和高新区各
4处，开发区和牟平区各2处，莱
山区和福山区各1处。比如在芝
罘区冰轮路与港城西大街交会
处高见泽混凝土有限公司物料
露天堆放，车辆运输拖带撒漏，
场区及周边道路扬尘,生产环节
出现扬尘。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齐
金钊) 日前，由山东省旅游局
主办的O2O泰山会盟活动落
幕。在泰山会盟期间，烟台市旅
游局推介了烟台旅游资源及产
品，举行了结盟签约及洽谈活
动，达成产权结盟项目共78项。

泰山会盟活动推介了烟
台旅游资源及产品，举行了结

盟签约及洽谈活动。烟台达成
产权结盟项目共78项，其中旅
行社类16项，景区、度假区类20

项，饭店餐馆类11项，其他涉旅
企业类31项。其中，莱山旅游度
假区管委会与上海新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吾悦星
城”旅游项目协议》。该项目是
文化城、旅游城、商贸城三城

合一的大型综合体，占地约265

亩，计划总投资20亿元。烟台旅
游大世界与上海景域旅游营
销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杨振之
来也旅游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心文鼎管理有限公
司就引进战略投资者及广场
综合开发达成合作意向。

旅行社成为旅行商结盟

主力，达成旅游协议近20个，预
计发送人数将超过10万人。江
山国旅与徐州蔚蓝海岸国旅
达成魅力烟台直通车合作协
议，与北京中国铁道旅行社和
环境国旅达成高铁烟台美食
专线。参会的28家景区和饭店
达成结盟160多项，结盟项目总
金额超过5000万元。

烟烟台台7788个个旅旅游游项项目目找找到到““盟盟友友””
O2O泰山会盟落幕，烟台旅游实现跨区域产权结盟

25日，汽车西站、汽车总站
十余名工作人员到烟台市莱山
区心生元儿童成长培训学校探
望自闭症儿童，给孩子们带去了
水彩笔、画板、橡皮泥等礼物，并
和孩子们一起互动做游戏。

本报记者 蒋大伟 通讯
员 杨绍芳 摄影报道

拒绝冷漠

关爱自闭症儿童

为了给广大读者购房置
业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也给
众多品牌房企提供一个展示
产品的平台，由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主办的“2015齐鲁晚报
烟台楼市购房节”第一季今天
正式拉开帷幕，线下团购会活
动将于5月16日举行。作为此次
活动的“重头戏”———“你买
房，齐鲁晚报帮你出首付”大
型公益活动也同步启动。

在5月16日，由齐鲁晚报打
造的“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
房节”将与万科、中铁、宝龙、天

马、五彩都会等10余个品牌楼
盘联动，拿出最优惠的价格政
策，为港城市民呈现一场夏季
购房的饕餮盛宴。为了保证给
购房者以最好的选择，此次活
动参与楼盘都是从购房者呼声
最高的楼盘中筛选出来的。

购房节第一季活动时间为
4月27日——— 5月16日，作为此次
活动的“重头戏”，“你买房，齐
鲁晚报帮你出首付”公益活动
可谓备受关注。即日起，市民可
通过本报开通的电话、短信、微
信等途径参与报名获得抽奖资

格，在5月16日团购会现场参与
抽奖。本次活动中齐鲁晚报将
拿出5万元首付资助金回馈读
者，5位获奖者将每人获得1万
元购房首付补贴。同时所有参
与活动却未中奖者，也将获得
1000元首付资助金。本次购房节
分三季举行，此次4月27日——— 5

月16日的活动为第一季，三季
结束后所有购房成交者可共同
参与抽取汽车大奖。

在奖项领取方面，所有获
奖者需在6月17日前持与活动
参与楼盘的购房合同到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处领取。
如果能幸运中奖，对于一

个刚需购房者而言，意味着可
以相对轻松购房，压力减小不
少，当然也可以把中奖的钱用
来新房装修。只要你有购房的
计划，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
活动，说不定那个获得首付大
奖的幸运儿就是你！当然，除
了首批参与楼盘之外。如果您
有更中意的其他楼盘，也可以
致电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开发
商自荐，要求楼盘五证齐全，
房源优质。

您您买买房房，，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帮帮您您出出首首付付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第一季全面启动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

购房节”第一季报名方式：

1 、电 话 报 名 ：拨 打 报 名 电 话
13188774089，留下姓名、联系方
式、意向楼盘等信息。
2、短信报名：您可以编辑短信
“付首付+姓名+手机号+意向楼
盘”发送到13188774089报名，收
到回复即为报名成功。
3、扫描二维码并添加“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付首付+姓名+手机号+意向楼
盘”进行报名。

扬尘污染源位置 类型 存在问题

芝罘区冰轮路与港城西大街交
会处高见泽混凝土有限公司

场地扬尘、道路
扬尘

物料露天堆放，车辆运输拖带撒漏，场区及
周边道路扬尘，生产环节扬尘（上料，搅拌）

冰轮路，机场路 道路扬尘 公路清扫车无带水作业，扬尘严重

青年南路，东方盛景北侧 渣土堆放 绿化、覆盖不彻底

锦绣南街东端 道路扬尘 施工道路扬尘严重

山海南路，莱山区社会福利中
心二期

建设工地，渣土
堆放，路面扬尘

施工过程中扬尘，西侧建筑土石方裸露无
覆盖，北侧土石方至山海南路之间土路未
硬化，扬尘严重

福新街道办事处小杨家石子
场入场道路 道路扬尘 道路未硬化，扬尘严重

长江路西段 道路扬尘 公路清扫车无喷水设施，道路扬尘严重

烟台西港区 建设工地 开挖山体施工区扬尘严重

通海路与新区大街交会东南
角雪玉凯瑞苑 建筑工地 工地出口有粘带

新建大街，文化中心小学路南 裸露地块 无围挡

博斯纳路南段 道路扬尘 道路扬尘污染严重

火炬大道与海兴路交会南侧 渣土堆放 绿化、覆盖不彻底

科技大道烟台职业学院家属
楼东侧

渣土堆放，道路
扬尘

土堆绿化，覆盖不彻底，南侧道路粘带撒
漏严重

火炬大道，兴盛名仕城南侧 渣土堆放 绿化、覆盖不彻底

14处扬尘污染源整治滞后名单 本是板上钉钉的事

却被别人“截和”了

本报 4月 2 6日讯 (记者 张
晶 ) 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却被别
人“截和”了。3月份龙口一家公
司招标采购一批智能放电检测
仪，指明要用“易事特”品牌的产
品，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驻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程先
生参加了此次竞标，本以为这次
竞标将轻而易举拿到手，最终却
被烟台飞讯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以较低价格竞标成功。程先生后
来发现该公司是冒用自己公司
商标参与此次竞标的。目前程先
生已经报案。

程先生说，有一次这家招标企
业向公司索要检测仪的售后服务
承诺书，才得知企业买到的产品并
不是自己公司所生产的品牌仪器，
只是仪器上张贴了“易事特”的商
标。

“我们公司查了一下仪器的
机身编号和出货记录，发现不是
我们公司产的，但是贴了跟我们
公司一模一样的商标。”程先生
说。

程先生怀疑对方冒用自己公
司商标并且招标成功，侵犯了自己
公司的合法利益。对此，烟台飞讯
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一负责人张先
生说，这个机器是网购的，从南方
发货，但记不清具体是从哪儿发
的。并认为公司并没有侵犯对方的
商标权，认为两者的商标只是有些
类似，产品上有“易事特”三个字，
不能代表侵权。但是对于两者的商
标一模一样的说法，张先生表示不
清楚。

目前，程先生就此事已向公安
机关报案。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记者从烟
台市物价局了解到，物价部门将开
展“五一”市场价格大检查，打击价
格违法行为，活动时间为4月28日
到5月16日。

本次检查以属地为主，按照
监管区域，合理配置检查人员。重
点检查规范商业流通、餐饮、旅
店、婚纱摄影、车站、码头、停车场
等行业的明码标价行为；加强对
旅游景区收费公示及景区内商
店、饭店的检查。

开展打击商业流通领域虚构
原价、价格串通、先提价再打折等
价格违法行为。密切关注互联网
电子商务市场和电子商务网站的
促销宣传和价格承诺，重点查处
虚构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隐瞒
价格附加条件等违法行为。

市民如果遇到价格方面的问
题，可以拨打12358进行举报。

物价部门将开展

“五一”价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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