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山东正

和拍卖有限公司定于2016年4

月15日9:3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桑塔纳轿车5辆、奇瑞

轿车1辆、奇瑞吉普车1辆、中

华轿车1辆、帕萨特轿车3辆、

北京现代轿车1辆、红旗世纪

星轿车1辆、猎豹吉普车1辆、

别克商务车1辆、燃气北奔大

客车1辆、变压器3台。

一、展示时间和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现

场展示。

二、竞买保证金：车辆伍

仟元/辆，其他伍仟元/项。

联系电话：

5650056 13012588885

拍卖机构地址：烟台市莱

山区红旗东路18号台湾村43号

楼101室

2016年4月7日

2016年4月7日 星期四 编辑：钟建军 实习生：张光远 美编：夏坤 校对：周宣刚今 日 烟 台 城事<<<< C03

市质监局对11类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查

22家家企企业业的的22批批次次产产品品上上黑黑榜榜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 2016

年1月至3月，烟台市质监局对
烟台市范围内纺织品、木材加
工、橡塑制品、黑色金属加工、
有色金属加工、金属制品、通
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电
线电缆、眼镜等11类产品组织
实施了监督抽查。2家企业的2

个批次产品不合格。
本次抽查企业覆盖烟台

市辖区内的芝罘区、莱山区、
福山区、开发区、牟平区、高
新区、招远市、龙口市、莱州

市、栖霞市、莱阳市、海阳市、
蓬莱市共13个县市区。本次抽
查实际抽查1 6 6家企业的1 6 6

个批次产品。经过检测，有164

家企业的 1 6 4个批次产品合
格 ，抽 查 企 业 合 格 率 为
9 8 . 8 0 % ，产 品 合 格 率 为
98 . 80%，2家企业的2个批次产
品不合格，不合格产品检出率
为 1 . 2%。其中，纺织品、木材
加工、橡塑制品、黑色金属加
工 、有 色 金 属 加 工 、金 属 制
品、通用设备制造、汽车零部
件等9类产品质量状况较好，

不合格电线电缆不合格产品
检出率为3 . 23%，配装眼镜不
合格产品检出率为3 . 12%。

从企业生产规模划分，共
抽查规模以上企业42家，其中
大型企业4家，中型企业13家，
小型企业25家，规模以下企业
124家。本次抽查的大、中、小
型企业数分别占抽查企业总
数的2 . 41%、7 . 83%、15 . 06%，不
合格产品检出率分别是 0%、
0%、0%，不合格企业全部集中
于规模以下企业。

电线电缆产品本次抽查

共有1个批次产品不合格，主
要 不 合 格 项 目 是“ 电 线 外
径”。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企
业质量意识不强，对加工工艺
控制不严，在加工过程中工艺
参数、模具尺寸调整不合适。
配装眼镜产品本次抽查共有1

个批次产品不合格，主要不合
格项目是“柱镜轴位方向偏
差”。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企
业加工人员技术能力不足，在
加工镜片时仪器轴位方向选
择不够准确，致使产品质量出
现问题。

22001166烟烟台台春春季季车车展展今今日日盛盛大大开开幕幕
2016烟台春季车展今

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盛
大开幕。烟台国际车展作
为烟台市规模最大的展览
会，车展展览面积6 . 2万平
米，室内六大展馆同时开
放，参展品牌87家，参展单
位130余家，其中厂家展具
约50家，较以往车展，规模
更大、展具更豪华，使烟台
车展的品牌知名度更上一
个台阶。同时，各经销商携
带亿万钜惠参展，除厂家
官方降价外，不同品牌车
型也有大幅度优惠。

车展A馆特设主题为
“汽车改装文化”的改装车
展区，包含性能改、影音
改、内饰改、灯光改、改装
培训等多种改装风格，改

装车辆包括含有高级内饰
的劳斯莱斯，真皮与桃木
内饰完美融合的宝马，声
压大王捷达皮卡以及不一
样味道的奔驰G55等。改装
车文化作为世界汽车工业
文化的一块拼图，一直被
车届发烧友们所热爱，此
次改装车展区的设立，为
烟台车展文化又增添了浓
厚色彩。

此外，A馆还特设特价
车展区，展区内摆放不同
品牌约20辆特价车，以超
高的性价比吸引市民的眼
光。银行、保险、维修、配件
等相关行业也在现场设置
展台展位，为消费者提供
面对面的服务，使烟台的
展会服务更加全面周到。

为了更好地为市民服
务，车展组委会提供微信
购票、红包巨献、微信抢票
等活动，市民可足不出户
即可获得门票车展组委会
还与烟台汽车总站合作，
每天整点提供车展现场至
烟台汽车展的免费直通
车，车展现场关注“烟台国
际车展”二维码即可获取
免费Wi-Fi使用。组委会本
次还与中石油达成合作协
议，在烟台五区中石油加
油站内市民可以买到车展
门票，并可凭门票在4月9

日至10日期间享受加油降
价优惠。车展期间订车客
户凭订车收据即可到一楼
人保展区免费获得樱慈泉
水机一台(安装费自理)。

芝罘京剧研究会

成立30周年

举行纪念演出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孔雨童)

成立于1986年的烟台芝罘京剧
研究会即将迎来30周年。30周年到
来之际，京剧研究会将于4月9日、
10日在烟台京剧院剧场举行两天
的纪念演出。

在芝罘京剧研究会成立30周
年之际，芝罘京剧研究会将于2016

年4月9日、10日在烟台京剧院剧场
举行两天的纪念演出，届时将邀请
黑龙江京剧院的著名程派表演艺
术家赵荣琛先生亲传弟子刘秀杰
老师与京剧研究会会长、全国名票
李陆勇先生演出《四郎探母》中《坐
宫》一折，烟台市老艺术家刘川琦
先生演出《苏武牧羊》，京研会的

“和平杯全国十大名票”周林善、
“中央电视台票友大赛金奖”高峰、
京研会的几位艺术顾问以及京剧
名家刘东利女士联袂演出《大登
殿》等精彩节目。

义工进敬老院

送温暖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王勇) 近日，烟台360

°爱心公益海阳分队的义工来到
海阳市盘石店镇养老院，看望慰
问生活在那里的70多位老人。

为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的体贴和温暖，义工们专门选
择了一些老人喜闻乐见的节目，
老歌、戏曲，一段段耳熟能详的旋
律让老人们非常开心。节目结束
后，厨艺好的义工还自告奋勇给
老人们做起了拿手好菜，香椿炒
鸡蛋、鱼香肉丝，一盘盘美味的菜
肴让老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家校合作”

受家长欢迎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邢雪兰) 烟台开发区

第五小学围绕“家校合作”的主题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成立班级
家委会，定期召开家长会，每学期
进行家访、电话访问等及时地与家
长展开沟通，受到家长欢迎。

6日上午，在烟台九
中操场，2016年芝罘区
中学生排球比赛女子分
组赛火热进行，13个学
校的代表队轮番上阵，
在赛场上一决高下。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竞竞逐逐

往届车展现场。

车展二维码

老老城城区区部部分分区区域域蚁蚁害害严严重重
发现白蚁，市民可拨打白蚁防治所电话咨询治理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齐浩杰 ) 随
着温度持续攀升，白蚁分飞季
节来临，市房屋安全监理中心
提醒广大市民做好白蚁预防工
作，遇到问题可拨打烟台市房
屋安全监理中心白蚁防治所电
话0535-6860021。

白蚁最适合生存的温度是
18-22℃，每年3月下旬至5月中
旬，是烟台市区白蚁分飞繁殖
的时段，简称为“白蚁分飞期”。

据烟台市房屋安全监理中
心白蚁防治研究所对全市房屋
建筑白蚁危害种类的调查研
究，烟台市房屋建筑内的白蚁
危害种类主要为栖北散白蚁。
白蚁主要生活在阴暗潮湿、通
风不良、食料集中的环境中，以
木质纤维素材料为食，破坏门
窗、家具、地板……危害房屋建
筑、园林绿化、文物古建、水库
堤坝、通讯电缆、布匹纸张等；
危害途径主要是通过“飞”“爬”

“带”三种。
从历年白蚁危害和白蚁分

部情况看，市区内所城里、朝阳
街等是蚁害的重灾区，近20%的
老城区蚁害严重。同时，市房屋
安全监理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发现白蚁后不要惊慌，白蚁分
飞的有翅成虫不会咬人，不具
有毒性，也不会传播疾病；若在
家中发现白蚁，要妥善保护好
白蚁危害现场，及时与专业防
治机构联系，由专业技术人员

上门处理，越早灭杀损失越小。
白蚁喜温暖潮湿，房屋建

筑一楼相对更易遭受白蚁危
害，但近几年发现了白蚁对高
层住宅建筑的危害，所以请住
户在白蚁分飞期内保持纱窗
(窗户)关闭，以防白蚁经分飞
进入室内配对成功而造成危
害。烟台市房屋安全监理中心
白 蚁 防 治 所 电 话 ：0 5 3 5 -
6860021，市民可拨打电话咨询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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