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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类类新新上上项项目目将将享享受受贴贴息息贷贷款款
分别是民办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养老项目，贴息期限为1-3年

安安全全稳稳定定，，德德国国让让您您放放心心游游玩玩
“寻找‘二战’回忆和反思”文化参访活动火热报名中，8月20日前报名可享特价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秦雪
丽) 外出旅游，尤其是出境游，
安全放心最为重要。为给读者提
供一次舒适惬意且安全的出境
体验，本报联合欧洲ENT国际旅
行社特推出“去德国：寻找‘二
战’回忆和反思”文化参访活动，
8月20日前报名可享每人19999元
的特价优惠。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曼谷
市中心著名旅游景点四面佛附
近17日晚发生爆炸，已造成至少

19人死亡、117人受伤，大部分伤
亡人员是外国人。截至北京时间
18日1时，已初步确认有3名中国
游客在爆炸袭击事件中死亡，另
有15名中国游客受伤，部分人员
伤势严重。一时间，出境旅游的
安全问题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

想出国旅游好好放松一下，
又担心在异国他乡遇到问题和
麻烦，该怎么办？那就参加“寻找

‘二战’回忆和反思”文化参访活
动，到德国感受一下欧洲风情，

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文和文化。
此次德国文化参访活动由

齐鲁晚报烟台站策划发起，欧洲
ENT国际旅行社承办执行。首批
20名体验者将于9月26日出发飞
赴法兰克福，途经海德堡、科布
伦茨、巴德维尔通根、莱比锡、柏
林，最终于10月4日返回中国。在
德时间为7天。

本次参访活动地接旅行社
为欧洲ENT国际旅行社，该旅行
社为北京市外办在欧洲的地接

旅行社之一，拥有丰富的旅游地
接经验，将给游客带来舒适安
全、高品质、高质量的服务。

说到德国，可谓是一个稳定
安全的国家。来自欧盟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相对欧盟其他国家，
德国的犯罪记录指数、抢劫案指
数数据最为稳定，变化不大，是
一个安全指数非常稳定的国家。
而在日本民间的一项统计中，也
将德国列为最靠谱、最勤劳的国
家。

目前，德国游真的很热，咱
们再看一下官方的数据。2015年
上半年，国内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排名前十依次是韩国、中国台
湾、日本、中国香港、泰国、法国、
意大利、瑞士、中国澳门和德国。
其中，德国游增加了1 . 7倍以上。

如果您准备出境游，那参加
本次参访活动，去德国吧！凡8月
20日前报名可享19999元特价优
惠，参与者均可获赠出行大礼包
一份。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本报联合欧洲
ENT国际旅行社特推出“去
德国：寻找‘二战’回忆和反
思”文化参访活动，首期活动
名额为20个，报完为止，整个
活动报报名名时时间间截截止止到到99月月11 00

日日。。市市民民需需要要自自己己提提前前到到户户籍籍
所所在在地地的的公公安安局局出出入入境境管管理理
大大厅厅办办理理护护照照，，签签证证由由主主办办方方

统统一一办办理理。。
值得一提的是，只要8月

20日前报名就可享特价优惠，
除了享有19999元每人的特惠
价格，还将获赠大礼包一份，
包含旅行三宝(充气枕、眼罩、
耳塞)、万能转换插头。8月20

日之后，价格马上上调，优惠
时间不多，需要的市民赶紧报
名吧！

作为独家打造的群众活
动，此次参访具有浓郁的文化
属性。在德7天，活动参与者将
分别以人文感受、亲近自然、
寻觅传奇、音乐欣赏、纳粹反
思、冷战创伤、高铁体验为主
题，每天慢速行走一个都市或
城镇。

为方便广大读者了解活
动详情，本报除开通报名咨询

专线外，还将在齐鲁晚报网上
推出专题网页，并在微信公众
号同步推送相关信息，方便市
民了解活动详情。
报名咨询电话：18660533332(闫
女士) 15564521443(马女士)

报名咨询QQ群 (寻找二战记
忆文化参访团)：341066921

微信公众号：j i n r iyanta i (今日
烟台 )

行程梗概：

Day 1 (9 . 26)

飞赴法兰克福
Day 2 (9 . 27)

海德堡(人文日)。感受德国最古老
大学城的魅力
Day 3 (9 . 28)

莱茵河谷(自然日)。乘船穿行世界
自然遗产莱茵河中上游河谷
Day 4 (9 . 29)

巴德维尔通根(传奇日)。走近世界
自然遗产“德国山毛榉树”，探访白
雪公主的故乡
Day 5 (9 . 30)

莱比锡(音乐日)。探访音乐之城，
聆听古典大师巴赫、舒曼、门德尔
松的声音
Day 6 (10 . 1)

柏林(纳粹日)。深入了解纳粹对犹
太罪行及二战抵抗运动
Day 7 (10 . 2)

柏林(反思日)。接受战争教育，感
受战后东西对立给德国带来的分
裂之痛，以及德国统一的后遗症
Day 8 (10 . 3)

法兰克福(城市日)体验德国经济
中心的城市风貌
Day 9 (10 . 4)

回国

过了8月20日，价格就要上调了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王永
军 通讯员 周波) 记者从烟
台市财政局了解到，为鼓励引导
社会资本发展公益性事业，烟台
六部门联合发文，将对民办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养老5类新
上项目贷款财政实行贴息政策。
其中省财政负担70%，其余30%由
项目申报所在县市区负担。

为进一步扶持民办教育等产
业发展，今年将对民办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养老新上项目从银行
类金融机构取得的实际贷款，按中

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给予财政贴息，贴息期限为1-3年。

实际贷款金额原则上不低
于10万元。贷款日期为2015年1月
1日-2015年11月15日。省财政对
符合规定的同一独立法人机构
一次贷款给予贴息，贴息总额不
超过500万元。

具体支持对象及项目类型包
括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含民办幼儿
园和社会资本举办的独立学院，不
含民办培训机构)新上基本建设、
设备购置、房屋租赁项目。各级民

办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画院(不含画廊)等新上基本建
设、设备购置、房屋租赁项目。

各级各类符合区域卫生规
划和卫生资源配置标准，依法取
得设置审批或执业许可的民办
医疗机构新上基本建设、取得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配置许可证的
甲类和乙类大型医用设备购置、
房屋租赁项目。

各级民办体育场馆、全民健
身场所、全民健身活动组织、体
育竞赛表演组织、运动康复机

构、体育休闲旅游基地或体育公
园、体育项目学校、体育资源服
务信息平台、体育文化传播与科
学研究机构新上基本建设、设备
购置、房屋租赁项目。

民办养老机构新上项目，具
体包括养老院、老年养护院等各
类养老机构(不含养老地产)基本
建设、设备购置和房屋租赁项目；
改善老年人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
的便利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和养
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等。

申请贴息机构需是依法在

有关部门登记或按规定免予登
记的民办学校、公益性文化、医
疗、体育、养老机构或其举办者，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经营、
规范管理，近三年未发生骗取、
套取财政扶持资金等行为，财务
状况良好，具有较高资信等级和
相应的资金筹措能力。

按规定，县级教育、民政、文
化、卫生计生、体育主管部门会同
财政部门具体负责项目组织申报
工作。省财政厅将分别于2015年8

月底、12月底前下达贴息资金。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刘丽) 记者从开发
区政务中心交通窗口获悉，即日起
对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车
辆，交通部门将不予通过《道路运
输证》年度审验。

据悉，若所属的营运黄标车符合
《烟台市黄标车“黄改绿”工作方案》
中要求的车辆改造条件，可以对黄标
车进行改造。在车辆改造合格前，车
主应向交通部门申请报停，上缴《道
路运输证》，期间严禁继续营运。

在车辆改造完毕取得环保部门
颁发的“黄改绿”环保标志后可申请
恢复营运。对车辆因改造期间造成
的拖期维护检测和拖期年审情况，
不予处罚；若所属的营运黄标车不
符合改造条件，要及时到政务服务
中心办理营运车辆注销手续。对达
到淘汰时限、未主动办理《道路运输
证》注销手续的黄标车，其营运手续
将自动失效，强制退出营运市场。

未改造的黄标车
年审不予通过

相关提醒

77月月新新房房价价格格降降幅幅双双双双收收窄窄
受利好政策影响，预计成交量继续增加，价格波动不大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秦雪丽 ) 国家统计局18日
上午发布7月份70个大中城
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烟台7月新建商品房价格同
比、环比降幅双双收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7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指数显示，烟台
7月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
数环比下降0 . 1个百分点，
同比降低6 . 8个百分点。二
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与上

月持平，同比降低6 . 4个百
分点。

另外，烟台90平方米以
下的新建住宅价格指数环
比下降0 . 2个百分点，降幅
较上月有所扩大；90-140平
方米之间的新建住宅价格
指数环比下降 0 . 1 个百分
点，降幅比上月收窄；140平
方米以上的新建住宅价格
指数环比下降 0 . 2 个百分
点，降幅进一步收窄。

相比去年同期，90平方

米以内的新建商品住宅价
格指数同比下降5 . 9个百分
点，在持续三个月后，这个
降幅开始出现收窄。90-140

平方米之间的商品住宅价
格指数同比下降6 . 9个百分
点，1 4 0平方米以上的商品
住宅价格指数下降8个百分
点。

据同策咨询发布的数
据，7月份，烟台楼市新建商
品房共成交3672套，环比6月
下滑 8 . 4 %，同比去年上涨

47%。月度成交小幅下滑，但
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

有分析人士认为，受利
好政策影响，预计下半年住
宅市场上刚性需求和改善
型需求将被进一步释放，从
而带动住宅成交量继续增
加；但是在目前高库存的压
力下，去库存仍是房地产企
业的主要目标，因此，住宅
销售价格指数将保持平稳
运行态势，不会有太大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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