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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内内百百家家企企业业建建立立““维维权权直直通通车车””
市消协将在蓬莱、龙口、莱州先行试点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林吉杰) “网
络诚信 消费无忧”是2017年
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更好地做
好消费维权调解工作，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今年年内，烟台
市消协要在全市100家企业建
立“消费维权直通车”，并在总
结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覆盖面。
市消协将在蓬莱、龙口、莱州先
行试点。

积极推荐消费纠纷和解机
制建设工作。要探索推进消费

争议和解机制建设，有计划地
在大型商场或较集中的商业广
场和市场搭建投诉和解平台，
降低维权成本，努力把消费纠
纷和解在企业，化解在基层。

建立完善经营者处理消费
者投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企
业“消费维权直通车”，在消费
集中场所全面落实经营者首问
负责和赔偿先付制度，推动经
营者与消费者主动和解纠纷。
年内，市消协要在全市100家企
业建立“消费维权直通车”，并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覆盖
面。市消协将在蓬莱、龙口、莱
州先行试点。

新的一年，积极打造网络消
费投诉绿色通道。通过搭建和畅
通电话、微信、互联网等信息平
台，向社会公布投诉渠道，更加
方便消费者投诉与咨询，提升消
费维权效能。市消协要加强与省
消协、中消协的密切联系，发挥
好“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与咨询
信息系统”服务平台作用，利用
中消协开辟的“电商平台绿色通

道”，快速有效地处置网络消费
投诉。年内，要指导各县市区消
协组织用好这个平台，提升消费
维权效能，力争网络消费投诉处
结率达到100%，消费者满意率达
到95%以上。

要针对不同时期消费领域
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注重加
强调查研究和情况分析，特别
是在老年保健品消费、私家车
维修保养、房屋装饰装修、预付
款消费、美容美发等领域存在
的一些消费陷阱，及时向社会

发布消费警示。年内，各级消协
组织要结合本地实际通过新闻
传播媒介向社会发布不同类别
的消费警示(提示)10期以上。

组织开展约谈经营者活
动。针对商品或服务质量等领
域存在的影响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突出问题，采取集体约谈和
个别约谈方式，充分发挥社会
各届积极作用，有计划、分行
业、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消费
者满意度评价”活动，并将结果
向社会公布。

烟烟台台创创食食安安城城市市效效果果显显著著
食食品品抽抽检检合合格格率率达达9988 .. 22%%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自2014年底烟台市被国务
院食安办批准为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城市第一批试点城市
后，烟台市已进行了两年的
创城工作。这两年来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成果斐
然，记者从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了解到，无论是群众
对创城的知晓率，还是食品
工业总产值都在稳步提升，
2016年，烟台市食品抽检合
格率达98 . 2%。

中国殿堂级男声组合“八只眼”来烟开演唱会

44月月11日日怀怀旧旧唱唱响响烟烟台台大大剧剧院院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郝湘婕) 经
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歌词
隽永，曲调优美，更加是一种
情绪、一个时代的体现，令听
者久久不能忘怀。4月1日，中
国殿堂级男声组合“八只眼”
将在烟台大剧院举办《醉心的
传奇演唱会》。

4月1日演出当天，“八只
眼”演唱组合将为港城的观众
带来多首中西经典老歌，其中
包括：《我的祖国》《达坂城的
姑娘》《青花瓷》《夜来香》《鼓
浪屿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独上西楼》《甜蜜蜜》《小
村之恋》等。佳曲新绎，动情男
声合唱，更有别样味道。

“八只眼”演唱组合成立
于1990年10月，以演唱美国
乡村音乐而独树歌坛，受到众
多赞誉。两组顶尖组合陪伴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其名字
顾名思义：两只眼睛看世界已
显不足，用八只眼可以看到四
面八方，看到中国乃至世界音
乐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自成立以来“八只眼”为大家
演绎了一首首丰满、深沉、欢
愉、浪漫的中外名曲，是集美
声、民族、通俗、流行、爵士于
一体的全面发展跨“乐”者，
多年来深受广大歌迷朋友的
喜爱。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
代的听众、专家 ,特别是音响
发烧友们，均给予这个演唱组
合很高的赞誉，其演唱和录制
水平被视为“标准重唱”。

从成立到现在20多年过
去了，八只眼演唱组合演出的
足迹已经遍及祖国的大江南
北。他们以通俗化了的高雅艺
术，艺术化了的通俗歌曲，民
族与世界性的结合，演绎优秀

中外名曲等特色，赢得了观众
的倾心。

业内人士给予他们三个
“奇迹”的评价：“二十几年不
散，在演艺圈就是奇迹；二十
几年红火，在中国歌坛就是奇
迹；二十几年常青，在中国音
乐界就是奇迹。平凡人用艺德
创造的奇迹”！关注“烟台大剧
院”“烟台福山剧院”微信公众
号，购票更有九五折优惠，订
票电话6605566、6615566。

父父子子俩俩相相隔隔十十年年在在同同一一家家医医院院摘摘镜镜
儿子享受的却是世界最先进的全飞秒激光手术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李成修 李添
祎) 十年前，父亲在毓璜顶医
院通过手术摘掉了眼镜；十年
后，儿子也在毓璜顶医院通过
手术摘掉了眼镜。不过，与父亲
不同的是，儿子小徐接受的是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治疗近视
眼的技术——— 全飞秒激光小切
口角膜基质透镜摘除术(又称
SMILE手术)。

13日，记者见到了到医院

复查的小徐。“整个手术过程连
5分钟都没用上，也没有丝毫疼
痛感。刚才检查了一下，双眼视
力都达到1 . 2以上。我很满意。”
20多岁的小徐戴眼镜已经有十
多年了，度数高达800多度。小
徐告诉记者，自己很小的时候
就因为近视戴上眼镜，这给喜
欢运动的他带来很多的不便。
于是，他萌发了要做近视眼手
术摘掉眼镜的想法。父亲推荐
了他自己十年前做手术的地

方——— 烟台毓璜顶医院。
陪同小徐来医院复查的小

徐爸爸说，10年前，自己就在毓
璜顶医院接受了近视眼手术。小
徐爸爸陪同儿子到毓璜顶医院
眼科就诊，接诊的左绪宏博士根
据屈光检查结果及小徐酷爱体
育运动、健身游泳等生活习惯，
给他推荐了全飞秒激光小切口
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手
术)这一世界顶级手术。

据左博士介绍，全飞秒手

术全程由飞秒激光完成，用激
光轻轻扫描在角膜上成形一个
三维透镜，然后采用特殊的镊
子经一道2-4毫米的切口将透
镜取出就可完成。手术更微创
更安全，较大程度减少对角膜
组织结构的干扰，术后反应更
轻，几乎不发生视力回退，术后
干眼现象更少，对于喜爱运动、
从事体育运动专业以及士兵、
警察、航空和潜水等职业的近
视人群特别有益。

自2000年前后开展近视眼
手术至今，毓璜顶医院眼科已
先后完成万余例手术。医院斥
资1000多万元引进了全球最先
进的蔡司全飞秒屈光手术系统
为广大的近视患者提供最优质
的医疗服务；此外，作为山东省
区域医疗中心和山东省内重点
学科，毓璜顶医院眼科专家团
队，有麻醉科、手术室等科室做
后盾，将为更多的近视患者解
除困苦。

八只眼组合 大大白白菜菜便便宜宜不不少少
““一一元元菜菜””回回来来了了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刘飞强)

春节过后，大白菜价格呈
持续下降态势。据物价部门
对市区6个农贸市场监测显
示，3月9日，大白菜平均零售
价格每500克(下同)1 . 12元，
较上周同期下降3 . 45%，较
去年同期下降33 . 33%，大白
菜价格自春节后已连续下降

40天，累计降幅25 . 33%。
春节过后，大白菜价格

迅速下滑，持续走低，2月28
日平均价格降至1 . 16元。3月
份大白菜价格延续降势，3月
9日平均价格降至1 . 12元，创
去年12月以来价格最低点

据了解，大白菜市场供
大于求是此番价格持续下降
的主要原因。

““红红木木家家具具展展””本本周周五五唱唱响响烟烟台台艺艺博博会会

承载着悠悠历史和文化的
红木家具，巧夺天工的精湛工
艺，传统榫卯结构的精妙，千百
年来引无数人为之疯狂。将于3
月17日-20日在烟台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的烟台国际艺博会

上，将特设5000平米“古典红木
家具展区”。仙游、东阳、中山、
南通、苏州等各大红木集群地
的30余家知名企业将齐聚港
城，共同开启精品红木直销模
式。除此之外，艺博会特设珠
宝、书画、紫砂、陶瓷、根雕、茗
茶、世界工艺品7大展区，展出
面积逾2万平方米。
款式风格齐全 一手货源 厂
家直接供货

为了让广大观众买到高品
质的红木家具，主办方先后奔
赴福建仙游、广东中山等全国

最大红木生产线及东阳市中国
木雕城、淄博红木家具城等源
产地进行邀请，有筛选性的重
点引进一线厂家厂家直销。木
种从黄花梨、小叶紫檀、大红酸
枝到花梨、檀香、金丝楠等当下
高、中、低端木种样样齐全。品
类上沙发、茶几、餐桌、条案、大
床、衣柜、书桌、书柜、休闲类及
红木工艺品应有尽有。

据介绍，本次展会主办方
就是要打破传统销售模式，让
一套家具出厂之后直接到终端
消费者家中，绕开经销商、代理

商、商场提点等环节，减少中间
流通成本，以厂家直销优惠形
式回馈市民，价格非常亲民。展
会现场，家具免费送货，现场验
货，现货现提，且所售家具终身
免费维修。
8大展区 聚世间奇珍异宝
重磅推荐：工艺美术大师精品
紫砂陶瓷

珠宝区：翡翠、彩宝、欧泊、
南红、玛瑙、琥珀等，厂家直销；
字画区：50余国家书画大师入
驻，中西书画魅力绽放；陶瓷区：
景德镇白瓷、龙泉青瓷、淄博琉

璃……茶博区：宜兴紫砂大师，
景德镇陶瓷传人，河南钧瓷、淄
博琉璃名家等悉数亮相，在现场
不仅可以一睹国家级、省级工艺
大师的风采，聆听传承的故事，
同时为您带来顶级的传世佳宝。

每日上午10:00-11:00，特
邀珠宝鉴定专家免费讲座。配
合样本及珠宝鉴定仪器，解答
观众对珠宝玉石品质及等级鉴
定、保养、佩戴等方面的疑问。

更多精彩尽在3月17—20
日，烟台国际艺博会！咨询热
线：1333501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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