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张琪)
8月3日至5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党组副书记才利民率检查组，
来我市就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和《山东省旅游条例》情
况进行执法检查。市领导孟凡利、
张永霞、李淑芹等陪同活动。

在烟期间，检查组一行听取了
我市贯彻旅游法规情况汇报，与部
分单位进行了座谈，并先后到蓬
莱、海阳、牟平和烟台开发区，实地
了解旅游景区的资源开发、执法监
管、安全保障、流量控制、门票价
格、公共服务等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来烟

进行执法检查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张琪)
8月5日，副省长王书坚来我市调研
道路交通建设和科技创新工作。市
领导孟凡利、张永霞等陪同活动。

在烟期间，王书坚一行实地考
察了高新区展示中心、山东国际生
物科技园、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泰山”号邮轮、中集来福士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并察看了福山区
县乡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了解
施工标准和建设进展情况。

副省长王书坚

来烟调研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蔡晓 ) 8月7日起，烟

台公交集团第二汽车公司将开通
“海滨消夏”专线公交，炎炎夏日，
市民可乘车到海边游玩。

“海滨消夏”专线每天分别于
18:30、18:50由福泰公交场站发车，
沿途停靠祥发小学、幸福五村、交
警二大队、支农里、长途汽车站、南
大街鑫荟金行、浦发银行、第一海
水浴场、月亮湾、第二海水浴场、烟
台大学东门共11站。每日20:50、21:
10自烟台大学东门沿上述站点返
回福泰公交场站，单程票价2元。

今天开行

“海滨消夏”专线公交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张倩倩
实习生 张香玉) 5日，由东山

街道团工委组织的“科普启明”全
民健身日广场舞展演在二马路的
东花园举行，进德社区和航院社区
里共有4支团队参演。

东山街道

举行广场舞展演

烟烟台台第第一一届届网网商商节节昨昨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芝罘牵手阿里，致力发展跨境电商

““社社区区帮帮办办””周周日日走走进进珠珠玑玑小小区区
赶紧来找于师傅维修小家电吧，凯乐粮油还带来特价的米面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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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汽车车篮篮球球赛赛传传递递正正能能量量
烟台市汽车商会、芝罘区汽车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单位篮球赛开赛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于
飞 ) 本周日(8月9日)上午，由
本报组织的“喜旺杯·社区帮
办”活动将走进芝罘区珠玑春
晟小区，现场为居民提供免费
家电维修、家电清洗等服务，还

有实惠健康的粮油展销。
近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

希望本报的“社区帮办”活动
可以走进珠玑，为周边居民提
供更多的便民服务。

本周日，于师傅将再次参
与帮办进社区活动，如果您家
里有坏掉的豆浆机、录音机、
电水壶等小型家电，赶紧带到
现场进行免费维修吧。

绿之源家电清洗的刘经
理也将到帮办现场，给居民免

费清洗豆浆机、电水壶、饮水
机等小家电。安邦开锁公司的
申永健师傅届时也将来到现
场讲解锁具安全常识。文康视
光中心的李大鹏经理也将为
市民免费清洗眼镜、手表和首
饰等。

值得一提的是，烟台凯乐
粮油也加入到进社区活动中
来，现场教市民如何选购优质
米面粮油，并展销安全放心的
粮油食品。

由于活动时间有限，维修
家电的市民本报将会组织现
场排号，现场维修前十三位居
民的小家电，希望有意向的居
民尽早到场排号进行维修。读
者持有本报的订报发票或者
当天的报纸，可以优先维修小
家电。

活动时间：8月9日 (本周
日)上午8点半到11点。如遇下
雨天气，活动将取消，敬请谅
解。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王
永军 ) 6日，由烟台市商务局
和芝罘区政府联合主办的烟台
市第一届网商节成功举办。芝
罘区政府和阿里巴巴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将在跨境电商方面
展开合作。

会上，山东省、烟台市政府
有关领导共同为“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揭牌。今年6月，商
务部正式批复烟台电子商务产

业园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这也是烟台唯一获批的电
子商务示范园区。

据烟台渤海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红卫介绍，烟台电子
商务产业园致力于全面推动烟
台市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打
造健全的电子商务生态圈。针
对企业资金和人才的问题，园
区已分别成立了1 . 6亿元的专
项基金和洛德商学院，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
作为本次网商节的重头戏，

芝罘区政府副区长曹东辉代表
芝罘区政府与阿里签订了跨境
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启动了象
征烟台电子商务产业园与阿里
进行跨境孵化合作的水晶球，双
方此后将在跨境电商方面全方
位展开合作。

烟台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
科长孔渭东说，目前烟台电商产

业园将全力推动建设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园区，设立跨境电商通
关场所，将产业园打造成为集跨
境电商办公、仓储物流等功能于
一体的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区，推
动跨境电商快速发展。

会上，众多国内电商专家
针对电商生态体系构建、互联
网+和创业、传统企业触网、跨
境电商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
讨。

8月5日下午，烟台市汽车
商会、芝罘区汽车工会联合会
第二届会员单位篮球赛在莱山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汽车商会
常务副会长孙言诚出席。篮球
赛共有15支参赛队，进行29场
比赛，其中第一名将获得1万元
奖金。

汽车商会常务副会长孙言
诚希望广大运动员发扬“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赛出
水平，赛出风格。孙言诚亲自为
篮球健将们开球，伴随裁判一
声哨响，烟台市汽车商会、芝罘
区汽车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

单位篮球赛正式开始。
当天七场比赛分别是：庞

大集团对阵烟台中升汇迪、烟
台裕华对烟台威狮标志、德辉
进口大众对阵烟台交运比亚
迪、烟台海之润对阵大成通州
集团、金阳光集团对阵烟台东
联、东风本田超越店对阵烟台
汇海国际名车、烟台中达翔宝
对阵烟台金岭。经过激烈的角
逐，烟台裕华、烟台交运比亚
迪、大成通州集团、烟台东联、
烟台汇海国际名车、庞大集团、
烟台金岭七支队伍取得了首场
比赛的胜利。

“烟台市汽车商会、芝罘区
汽车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单
位篮球赛”活动将通过比赛产
生前三名获奖队伍，获得现金
大奖。其中，第一名奖金1万元，
第二名奖金8000元，第三名奖
金5000元。获胜队伍的奖金和
锦旗将在9月烟台国际车展答
谢晚宴现场进行颁发。

另外，由烟台市人民政府
和中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有限
公司强强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
烟台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
于9月10-14日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举办。届时，室内展区3 . 6万

平方米，室外展区2 . 6万平方米
将全部开放，无限优惠、无限可
能，尽在这里，快来关注吧。详
询：0535-6011599

关注官方微信：烟台国际
车展，参与活动赢豪礼

社区帮办
帮办热线：6610123

本报8月6日讯(通讯员 全福
先媛 记者 柳斌) 记者从市

交警一大队获悉，由于本月8日、9

日两天，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将在第
一海水浴场进行军事训练。市交警
一大队将于8日上午7时40分至8时
40分，对滨海北路路段(滨海北路
与迎宾路交叉口至虹口路与大马
路交叉口)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交
通管制期间，该路段除公交车外其
他车辆禁止通行。

交警提醒市民提前做好出行
规划，驾驶员可直接放弃滨海路路
段，选择绕行观海路、环山路以及
港城东、西大街路段进入市区。选
择滨海路路段行驶的驾驶员，可在
滨海北路与迎宾路交叉口左转至
环山路、二马路路段进入市区。

滨海北路明早

将交通管制1小时

烟烟台台责责令令整整改改电电梯梯2266台台
省质监局电梯安全督导组来烟台“把脉”电梯安全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 随着
外地一些电梯安全事故的发
生，电梯又成为市民关注的焦
点，为了排除安全隐患，6日上
午，山东省质监局电梯安全督
导督查组来到烟台“把脉”电梯
安全。截至目前，共责令整改电
梯26台，依法封停2台。

6日上午，山东省质监局电
梯安全督导督查组及市质监局

工作人员对烟台市火车站、大
悦城、毓璜顶医院三家的扶梯
和直梯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内
容包括扶梯盖板的结构形式、安
全防护措施、急停开关、电梯安
全警示标志、维保记录等多项内
容。

“烟台火车站共有26部扶
梯，5部直梯，分别为迅达、蒂
森、通力、江南快速等四家品
牌。”烟台火车站工作人员说，

站内的所有电梯都是有厂家维
保或厂家授权维保公司维保。

从检查情况看，检查结果
良好，并对个别家存在的一些
小问题进行了督导整改。

烟台市质监局局长刘森介
绍，对全市申龙电梯的情况进
行了网上查询，根据77台注册
登记申龙电梯分布情况，其中
扶梯3 8台 (在用1 4台，停用2 4

台)，乘客电梯、载货电梯等39

台，栖霞振华、烟台欧尚两家单
位在用的14台申龙扶梯已全部
检查完毕，未发现安全隐患。

刘森介绍，截至8月4号，全
市共自查自动扶梯435台，自动
人行道29台，使用单位主动停
用19台，监护运行16台；乘客、
载货电梯3411台。共责令整改
26台，依法封停2台。同时开展
对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进行一
次全面安全检查。

6日，养马岛中学一间教
室内传来阵阵笑声，养马岛边
防派出所女警曹园媛在和她
的学生们唱歌、做游戏。

暑期到来，养马岛边防派
出所组织爱心课堂，边防女警
曹园媛，来自天津的志愿者宋
晓莉，以及今年刚考上清华大
学研究生的养马岛姑娘孙淑
翠一起为孩子们辅导功课，让
学生们在假期中开阔视野。

本报记者 吕奇 通讯
员 臧宝东 摄影报道

爱心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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