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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到到名名古古屋屋航航线线99月月开开通通
新机场启用后，已增加8条航线，3条暑期包机航线

烟台组织收看全省

基层党建工作会议

本周六起，烟台旅游观光巴士线路调整为两种运营模式

节节假假日日直直达达养养马马岛岛，，工工作作日日到到文文经经学学院院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蒋
大伟 通讯员 王克胜) 记者
从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获悉，9月
24日起东方航空公司将开通太
原 - 烟 台 - 名 古 屋 航 班 。据 统
计 ，烟 台 蓬 莱 国 际 机 场 启 用
后，已经增加了 8条航线和 3条
包机航线。

东航开通的太原-烟台-名
古屋航班每周四、周日执行，执
飞机型B-73H。该航线将成为烟

台到日本的第二条航线，东航的
大阪航线目前每周二、四、六执
行3班。

据了解，东航MU5073航班，
7：35太原起飞，9：05到达烟台；10

点烟台起飞，13：20到达名古屋。
MU5074航班，14：20名古屋起飞，
16：05到达烟台；烟台17点起飞，
18：35返回太原。

蓬莱国际机场5月28日启用
后，更加完善的硬件条件和脱离

军民合用机场的限制为新机场
的航线增加创造了条件，恰逢暑
期旅游黄金期，为此蓬莱国际机
场积极协调各家航空公司增加
和加密航线，烟台的空中航空线
路网络更加密集。

7月8日，首都航空公司首次
进驻蓬莱国际机场运营，成为目
前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运营的
第14家航空公司。分别开通了烟
台到西安和烟台到杭州的直飞

往返航班。
山航6月底到7月初分别新开

了烟台到海拉尔、哈尔滨、呼和
浩特的直飞往返航班。

7月 2日起，东航加密了武
汉-烟台-哈尔滨航班，新增南
昌-烟台-海拉尔。此外，东航暑
期旅游包机航班拉开帷幕，新
增了长白山、赤峰、绵阳的包机
航线。

7月10日起，南航新开沈阳-

烟台-兰州航班，每天一班。7月1

日起，国航恢复武汉-烟台-长春
航班。

蓬莱国际机场启用后，截
至目前已经增加8条航线和3条
暑期包机航线。9月份将新增烟
台直飞名古屋的国际航班，随
着烟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航
市场需求的增加，烟台的空中
航空线路网路将绘制得更加密
集。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张琪)
8月27日上午，全省基层党建工

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烟台市设分
会场。中组部部务委员、全国基层
办主任吴玉良，省委书记姜异康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书记孟凡
利，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晓敏在
济南主会场参加会议；市委党建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成员在烟
台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抓好基层工作，要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
一，抓住主要矛盾、聚焦薄弱环
节，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
引领作用，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
服务能力和水平，着力推进党的
组织和工作全覆盖，着力保持党
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
推动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特
别是党委(党组)书记，要切实增强
管党治党意识，牢固树立重视基
层、强基固本的思想，科学统筹谋
划，严格督查考核，搞好资源整合，
注重典型引领，强化基层保障，守
好“主阵地”、种好“责任田”，以更
严格的标准、更务实的作风抓好基
层党建各项任务落实。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蒋大伟)
27日上午，市政府副市长徐少宁、

市政协副主席张行如带领部分市
政协委员，对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提出的《关于重视海洋牧场开发
建设的建议》和《关于实施品牌战
略推动大樱桃产业转型升级的建
议》两件重点提案进行督办协商。

徐少宁指出，这两件提案都是
烟台市农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
题，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责
任，及时办理。要围绕海洋牧场和大
樱桃转型升级等方面发现的问题，
积极吸纳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不
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推
动烟台市大农业实现大发展。

张行如对提案办理情况给予
了肯定，对开展提案办理协商提出
要求。他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充分发
挥好提案办理协商优势，积极参政
议政，广泛调查研究，主动征求、反
映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多提出一些
有情况、有分析、操作性强的高质
量提案。

市领导督办重点

提案办理协商情况

中国民航大学

在烟建实习基地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张琪
通讯员 杨雪梅) 中国民航大

学空中交通管理学院在烟台机场
建立校外实习教学基地，挂牌仪式
于8月27日上午在烟台机场航管楼
前举行。实习教学基地是中国民航
大学和烟台国际机场加强联系合
作的纽带，也为双方在科研方面加
强合作奠定了基础。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蒋
大伟) 自4月28日烟台旅游观
光巴士线路开通试运行以来，
深受广大市民喜爱，但真正体
现烟台特色的海的元素却没有
体现。根据四个月的试运行情
况，结合市民反馈意见和建议，
经实地考察，8月29日起拟对线
路走向、运营模式等进行调整。
调整后分为节假日运营模式和

工作日运营模式两种。
节假日运营模式：由火车

站北广场发车至养马岛天马广
场。共设火车站北广场、海港
路·名钻行、南大街鑫荟金行、
文化中心·茂昌眼镜、第一海水
浴场、滨海假日酒店、月亮湾、
栈桥、烟台海昌鲸鲨馆、莱山区
政府、黄海游乐城·工商学院、
烟台大学东门、森林公园、地质

博物馆、东海城、养马岛大桥、
养马岛天马广场17个站点。

火车站北广场：首班车9：
00。养马岛天马广场：末班车
17：00。单程票价5元。

工作日运营模式：由火车
站北广场发车至文经学院。共
设火车站北广场、海港路·名钻
行、南大街鑫荟金行、文化中
心·茂昌眼镜、第一海水浴场、

滨海假日酒店、月亮湾、栈桥、
烟台海昌鲸鲨馆、莱山区政府、
山东工商学院、烟台大学、滨州
医学院烟台校区、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烟台大学文经学院15

个站点。
火车站北广场：首班车7：

00，末班车19：00。烟台大学文
经学院：首班车6：00，末班车
18：00。单程票价2元。

27日，在烟台火车站和烟台港码头等人流密集场所，烟台公安机关全面启动
一级巡防机制，烟台港公安局武装巡逻队与边防虎鲨突击队联勤巡逻，力争以最
高规格、全警全力做好当前各项重大活动安保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对社会治安
实施严密管控。 通讯员 孙飞 刘敬善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启动一级巡防

保保““阅阅兵兵蓝蓝””，，全全市市减减排排3300%%
对重点大气污染企业进行专项检查，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王
永军 )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确保活动期间环境空气质量，
开发区城管环保局和蓬莱市
环保局采取多项举措，对重点
大气污染企业进行专项检查，
确保稳定达标排放。烟台也出
台了专门的空气保障方案，确
保纪念活动保障期间全市污
染物排放量下降30%。

开发区城管环保局制定了
《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
气质量保障方案》，成立应急领
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空气重
污染日的研究、分析和预防工
作，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启
动和终止应急预案。

活动期间，采取工业企业
停限产整治、燃煤小锅炉关停

淘汰、机动车减排、城市扬尘综
合整治、限制公车使用等保障
措施，确保实现纪念活动期间
全区主要污染物至少减排30%

的目标。
蓬莱也完善了应急预案，

以应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污
染天气为重点，建立健全《蓬莱
市空气质量重污染日应急预
案》，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切实
做好空气质量监测和信息发布
工作，明确限产限排工业企业
名单，对重点排污单位进行驻
厂监察，督促落实污染物减排
措施，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机制。

蓬莱将严查环境违法行
为，成立四个检查小组，增加监
察频次，专项检查全市重点区
域和50多家重点大气污染企

业，要求企业污染物治理和在
线监测设施正常运行，确保稳
定达标排放。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制度。

此外进一步畅通环境投诉
渠道，在环保热线的基础上，开
通微信、微博、局官方网站等形
式，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空
气质量保障工作。加强对机动
车尾气检测机构的监管力度，
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截至目
前，蓬莱市已淘汰黄标车5000

余辆。
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

治理措施，积极推行绿色施
工 ，深 入 开 展 煤 场 、原 料 堆
场、码头、城乡接合部、施工
场地、裸露地面、尾矿库、道
路保洁、矿山开采等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加大道路洒水

和保洁频次，加强渣土运输
车辆管理，全面降低扬尘污
染负荷。

此前，烟台也出台了专门
的空气保障方案。市政府将组
织检查组，对各县市区保障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督导。特别是
保障方案中确定的停产、停工
单位，逐个现场核实，对未停
产、停工的，督促有关县市区采
取强制措施。

围绕切实解决“尘、油、
煤、气、绿”等重点环境问题，
要求各相关部门认真抓好相
关工作的落实。环保部门切实
做好工业污染防治和燃煤小
锅炉淘汰工作，组织创建一批
清洁能源示范工程，确保纪念
活动保障期间全市污染物排
放量下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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