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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贝尔羊奶粉今天只卖2元全国疯抢！
近日，由中国

羊 乳 制 品 行 业 巨

头——— 洋贝尔集团

陕西富平秦源乳业

有限公司向国内外

多 家 媒 体 高 调 宣

布：公司拳头产品

洋贝尔多维富硒高

钙无糖羊奶粉，以

感恩价2元一盒，让

全国更多的中老年

朋友们花最少的钱可以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

一举颠覆了羊乳制品长期以来的行业暴利。原

价198元一盒，现回馈新老客户感恩价仅需2元
一盒，在全国掀起抢购浪潮。全国抢购送货热

线4008—527—558。

中老年人常喝羊奶粉身体好

营养学界认为，羊奶的脂肪颗粒体积为牛

奶的三分之一，更利于肠胃吸收。且长期饮用

不上火、不过敏、不会发胖。另羊奶中的维生素

及微量元素含量丰富，一杯优质羊奶可顶三杯

牛奶营养。

洋贝尔羊奶粉郑重声明

我们的洋贝尔羊奶粉保证货真价实，比价

格、比配方、比营养、比质量，假一罚百。

活动详情：

一、每人限购8盒，不得重复购买。

二、一箱12盒单盒不零售，12盒仅收4盒的

原价费用，其余8盒每盒2元，共计16元。

三、本次活动30天无条件退货，不论是爷

爷奶奶不喜欢喝，还是爸爸妈妈不喜欢喝或小

孩不喜欢喝，一律无条件退货，大企业说到做

到。

四、凡是参加本次活动的客户终生享受厂

家直供价。

全国统一订购热线：4008—527—558
整箱起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多多证证合合一一””营营业业执执照照已已发发两两万万张张
目前最多实现了“31证合一”，颁发电子营业执照12张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许坤) 近日，
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截止到
10月底，烟台市各类市场主体
总量达到7 2万户，同比增长
4 . 1%；全市已发放多证合一营
业执照21064张，目前最多实现
了“31证合一”，颁发电子营业
执照12张。

“这种简政放权既提高了
效率，又服务于民、便利于民，
企业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好
经营了。”近日，在海阳市民服
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海阳
市某制衣有限公司的执照经办

人李女士拿到了海阳首张“三
十一证合一”营业执照。

据悉，烟台继实施市场准
入登记“三证合一”“五证合一”
改革之后，从9月1日开始，在全
市范围内进一步整合公安、住
建、商务等11个部门的26项涉
企证照事项，实现“三十一证”
合一。烟台市工商局注册许可
科科长车向清介绍，电子化登
记已经正式实施，目前正在有
序推进。如今，企业登记注册真
正进入“网上申报、网上受理、
网上审核”的无纸化时代，实现
了纸质登记与网上登记并行。

在推进简政放权方面，市
工商局最近又将有限合伙企业
和特殊普通合伙企业下放到县
市区登记管理，进一步方便了
企业。修订了市场主体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进一步
放宽了住所登记条件，有力释
放了住所登记资源。

“前十个月，烟台市组织开
展了各类专项行动，查处不正
当竞争案件14起。”市工商局反
不正当竞争科科长朱贤民说。
目前，市工商局与有关部门联
合开展打击传销执法行动11
次，清查招聘企业、平台、网站

58户，查处取缔传销活动9起，
共查办商标侵权及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案件156起。在商标品牌
战略实施方面，全市已申请马
德里国际注册商标20件；新增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6件，总数达
到51件；新申报中国驰名商标2
件，总数达到92件；全市有效注
册商标总数突破5万件。

发挥动产抵押职能助企融
资，烟台目前共办理动产抵押
登记331件，抵押登记金额56 . 7
亿元。通过加强与金融机构的
合作，帮助370户小微企业获得
贷款5323万元。截至10月，全市

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达到72万
户，同比增长4 . 1%。

另外，在消费维权机制建
设方面，市工商局已与20家企
业建立了“消费维权直通车”，
启用了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
开通了“烟台12315”微信公众
号，落实经营者首问负责和赔
偿先付制度，推动消费纠纷和
解在企业。组织开展了“放心购
物”创建、诚信企业评选等活
动，修订出台了《烟台市“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公示办法》，有
355户企业被公示为市级“守
重”企业。

近日，烟台市质监局举行了“倡
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辩论赛。比
赛中，双方辩手围绕细节与成败的
关系展开辩论，观点鲜明，论据充
分，推理清晰。此次活动是该局组织
开展的“强基础、讲党性、严自律、作

表率”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丰富了
质监文化内涵，传递了质监人努力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质监
事业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坚定决
心。

通讯员 兰进

烟烟台台市市质质监监局局举举行行

““倡倡树树社社会会主主义义核核心心价价值值观观””辩辩论论赛赛

本报11月23日(记者 刘杭慧)
12月8日--10日，2017烟台年末汽

车惠民促销展即将来临，为回馈市
民冬季车展只开放室内展馆，市民
可免费观展。作为年末大型活动，冬
季车展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
抢购爱车的最后时机，同时也是最
佳时机。

年底买车，给家人和自己
一份礼物

眼看一年就要结束了，给自己
这一年的付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吧，
爱车的朋友也躁动起来。想买车的，
想换车的，到了年底实现自己一整
年的这个小目标是多么自豪的一件
事。抓紧时间，带上朋友和家人到烟
台年末汽车惠民促销展吧。

冲业绩，优惠礼包等你来

每到年底，为了能够完成销售
任务，每一家经销商都会拿出各自
的最低价在这最后的关头冲刺。想

买车的市民准备好了吗？12月8日--
10日，厂家以更大的优惠让利等着
你来。现金优惠、各种大礼包满足你
的一切要求。

还有什么比汽车厂家直接放价
让利优惠更大的呢？烟台所有品牌
全系参展2017烟台年末汽车惠民促
销展，烟台所有品牌4S店厂家工作
人员直接参与。

购置税政策截止到年底

2017年还有一个多月即将结
束，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购置税优
惠即将结束，抓住购置税7 . 5%最后
的尾巴。打算过年开上车的车友们，
1 . 6L及以下量乘用车购置税7 . 5%
的政策截止到12月31日。有要买
1 . 6L及以下排量的购车车主更不
要错过此次冬季车展。除了厂家让
利促销更大的优惠，加上购置税
7 . 5%，能省下不少真金白银呢。车
展订车还可以赢大奖哦，你还等什
么呢？

年年末末车车展展，，不不要要错错过过买买车车最最佳佳时时机机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
讯员 张梦玉)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很多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事业和
工作上，回家陪伴父母和长辈的时间越来
越少，请父母看京剧就成了很多人孝敬双
亲的选择。烟台大剧院和福山剧院12月将
引进代表中国最高京剧表演艺术水平的
中国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的名家名
段演唱会，为港城观众带来两台精彩京剧
大戏。

12月15日，王蓉蓉、胡文阁和杜鹏等
领衔北京京剧院众名家带来的龙凤呈
祥——— 京剧名家流派经典演唱会将在烟
台大剧院上演。

本次演出，王蓉蓉、胡文阁、杜鹏、杜
喆等多位艺术家将齐聚烟台，演出汇集了
张派、梅派、荀派、裘派、程派、杨派、叶派、
马派等各流派优秀演员，可谓全明星阵
容；演出名段包括《智取威虎山》《红灯记》

《铡美案》《借东风》《龙凤呈祥》等。演出当
日，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王蓉蓉
将献演《龙凤呈祥》选段“昔日里梁鸿配孟
光”。

王蓉蓉还将与杜鹏、韩巨明合作带来
《武家坡》选段“苏龙魏虎为媒证”和《沙家

浜》选段“智斗”。著名梅派青衣梅葆玖先
生亲传弟子胡文阁将带来《西施》和《挂
帅》选段；国家一级演员赵葆秀先生亲传
弟子翟墨也将带来《钓金龟》《红灯记》选
段并与索明芳合作《红灯记》选段“闹工
潮”。

12月29日，2018迎新春红色经典京剧
名家名段演唱会将在福山剧院鸣锣开唱。
据福山剧院工作人员介绍，演出非常受欢
迎，票房火爆。

本次演唱会由国家京剧院10多位国
家一级演员和优秀青年演员联袂演出。国
家一级演员顾谦、王润菁、周婧、郭凡嘉、
张兰、徐畅和曾荣获文化部“文华表演奖”
的国家一级演员张建国，全国“艺德标兵”
称号的国家一级演员董圆圆，以及国家京
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秦梁木、巩丽娟、王净
戎、谭帅、黄佳、付佳、张奕明、张雪岩都将
登上福山剧院的舞台。

此次演唱会将精选《智取威虎山》中
的“甘洒热血写春秋”、《沙家浜》中的“祖
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红色娘子军》中
的“永葆着战斗青春”、《奇袭白虎团》中的

“全军上下齐动员”等众多红色经典剧目
的精华唱段。

请请父父母母看看场场京京剧剧———
国子号京剧大戏12月轮番登场

本报讯 11月22日，2017(第九
届)卓越竞争力金融峰会“聚变———
金融的新时代”在北京举行，首发

“中小银行卓越竞争力TOP100”榜。
烟台银行荣膺“2017卓越竞争力品
牌建设银行”。

本次评选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
竞争力分析模型，从净资产、净利
润、净资产利润率、总资产贡献率等
指标入手，设计搭建了由14个二级
指标构成的“中小银行卓越竞争力
指数模型”，依据大数据，综合评定
入选银行在公司治理、社会责任、产
品创新、服务能力、成长速度、风险
管理等方面的竞争力，发现中小银
行独特竞争优势，研判国内中小银
行转型趋势与发展潜力。

烟台银行秉承“融通共赢、惠
泽社会”使命，坚持“服务地方经
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烟台百姓”
市场定位，大力提升客户体验，多

维度打造金融服务品牌，与全国中
小银行一起，近年来在支持地方经
济发展、激发金融竞争活力、维护
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已成长为我国多层次、多
元化银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力量。

“中小银行卓越竞争力评选”基
于科学建模和合理评选体系，成为
展现国内中小银行经营特点、衡量
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备受金
融行业及社会各界关注。

“中小银行卓越竞争力TOP100”榜首发

烟烟台台银银行行荣荣膺膺““22001177卓卓越越竞竞争争力力品品牌牌””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柳斌) 11月
23日，记者从烟台交警部门得知，为防治
大气污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加快烟台
老旧车淘汰进度，自2017年12月1日起属
于老旧汽车的车辆不得迁入烟台市。2017
年12月1日以前(以机动车登记证书签注
转出日期为准)已迁出的车辆除外。

根据环保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
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六部门《关于

印发2014年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环发〔2014〕130号)：“老
旧车是指未达到现行国家第四阶段排放
标准的车辆。”迁入烟台市的二手车必须
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第四阶段(含)以上
排放标准，不再设定限制使用年限和使用
性质。欲办理外埠二手车迁入的车主，一
定要确认车辆是否符合上述规定，避免由
此带来不便和损失。

下下月月起起老老旧旧汽汽车车不不得得迁迁入入烟烟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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