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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莱阳农行组织全体工作人

员举行运营风险防控培训会，旨在全

面落实总行案防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加强重点业务、重点环节的运营风险

管控，提高运营各级操作、管理人员

的履职尽责能力。会议期间听取了上

级行领导的重要讲话，然后由监管部

门针对典型违规案例进行警示教育，

督导辖内员工务必要循规操作，保持

严谨的工作作风，切实提高安全风险

意识，确保业务安全高效运行。

(通讯员：宋胜)

莱阳农行举行

运营风险防控培训会

烟烟台台发发放放首首张张网网约约车车经经营营许许可可证证
易到用车、滴滴打车等五家网约车企业也已提交许可申请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程中梅 庄洁

张梦稚) 12日，记者从烟台
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当日，
在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
窗口工作人员向首约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首汽约车)相关
负责人颁发了烟台市首张《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经营范围为烟台市区，许可有
效期8年，标志着烟台市深化出
租车行业改革、规范网约出租
车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据介绍，网约车平台公司
应当同时具备线上、线下服务
能力，线上服务能力由省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认定，该认定结果在全国范围
通用。线下服务能力认定则由
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首个获得经营许可的首汽约车
在北京市取得了全国范围的线
上能力认定。为了做好网约车
行政许可工作，烟台市交通运

输部门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
进行了严格审查，对企业安全、
服务、车辆与驾驶员管理等服
务能力进行了认真勘查。为了
方便企业操作，交通运输部门
工作人员对许可材料进行了多
次辅导，并推出了证件原件分
次审查等举措。

目前除首汽约车外，万顺
叫车、斑马快跑、神州专车、易
到用车、滴滴打车等五家网约
车企业也已提交了许可申请，
目前正在进行材料审核、现场
勘验等环节，待符合许可条件
后方可获证。

据介绍，按照规定，开网约
车应该是网约平台(公司)、车、
人三证齐全。网约车平台公司
取得许可证后，符合网约车细
则规定的车辆所有人就可以与
平台公司签订经营协议或服务
协议，并向辖区县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申领《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

同时，拟从事网约车服务
的驾驶员，还应当向主管部门
报名申请取得《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证》。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烟台市交通运输部门已经
做好了网约车运输证和驾驶员
上岗证办理准备工作。建设了
网约车政府监管平台，并完成
了与有关平台公司的数据对
接。出台《烟台市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管理实施方案》，建
设了“烟台市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综合服务平台”，想考取出租
汽车从业资格的驾驶员可以足
不出户地通过该平台进行网上
报名、网上培训和预约考试。目
前，已有340余名驾驶员进行了
注册，审核通过近200人。

据介绍，按烟台市交通运
输局要求，未取得合法手续的
各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
驶员，应尽快按照国家和烟台
市规定，依法取得许可手续，
共同维护烟台市网约车行业

规范健康发展，为广大市民提
供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特别
是烟台市细则实施前就在市
区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平台公
司，要组织好网约车车辆、驾
驶员证件办理工作，在过渡期

结束前，及时清理不合规车
辆。烟台市交通运输局将组织
市、区交通运输监察、运管部
门，并联合公安机关，对非法
网约车车辆开展一次集中整
治。

烟烟台台口口岸岸进进口口原原油油突突破破11000000万万吨吨

同同比比增增长长近近88倍倍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单雪春)15日，记者从烟台检
验检疫局了解到，去年，烟台口岸进口
原油突破1000万吨，同比增长近8倍，
烟台检验检疫局共检出短重19600吨，
货值超过700万美元。

据烟台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介
绍，自2016年11月烟台西港区30万吨
原油码头正式运营以来，烟台港进口
原油量激增，2017年全年进口量超千
万吨大关，同比增长近8倍。烟台检验
检疫局共检出短重19600吨，货值超过
700万美元。

2017年1-12月，烟台检验检疫局
共检验进口原油119批，1007 . 308万
吨，货值38 . 1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95%、780 . 5%和887 . 8%。共检出进口
原油短重94批，短重19600吨，短重总
货值708 . 08万美元。其中检出严重短
重(单批次短重率超过0 . 5%)8批次，短
重5800吨，短重货值208 . 64万美元，单
船短重最高为1批俄罗斯原油，短重
561 . 556吨，短重率高达2 . 21%。

造成短重的主要原因包括原发货
不足、密度差异、水分差异、明水析出
等原因。

去去年年1111 .. 99万万人人考考取取驾驾驶驶证证
烟台多项驾管业务简化流程，市民少跑腿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曹杰 李娜)

1月15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2017年，烟台
共受理驾驶证业务16 . 3万人，
11 . 9万人取得驾照成为正式司
机。去年交警部门还推行了多
种便民举措，例如在科目一、二
下放到县市区的基础上推行科
目三考试下放，在全省率先实
行相关驾管业务下放到县市
区，推进“互联网+”驾管业务网
上办理等，简化了办理流程，方
便市民办理而且少跑腿。

15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了解到，2017年，烟台

共受理驾驶证业务16 . 3万人，
11 . 9万人取得驾照成为正式司
机。参加科目一考试的有24 . 1万
人，科目二考试20 . 5万人参加，
科目三考试14 . 5万人参加。

为方便市民就近考试，在科
目一、二下放到县市区的基础
上，推行了驾驶人小型汽车科目
三考试下放。交警支队监考科教
导员姜远军称，“截至2017年底，
烟台市已有长岛、蓬莱、海阳、莱
阳四个县市区具备小型汽车科
目三考试能力，达到小型汽车全
科目考试标准。附近市民可就近
到上述四个县市区参加小型汽
车科目三考试。”

烟台在全省率先实行相关
驾管业务下放到县市区。将机
动车补证换证、注销、满分学
习、异地满分学习、注销最高/
实习准驾车型、提交身体条件
证明等11种业务由原来的按照
所属辖区办理，改为全市范围
内，不受县市区辖区限制，均可
办理。

据交警支队监考科龙连玮
介绍，“以期满换证为例，驾驶
人根据流程体检，登录‘烟台公
安’微信公众号或‘烟台公安’
手机APP，网上申请，符合要求
的，驾驶证打印塑封后由邮递
人员上门送证。”

布布加加勒勒斯斯特特皇皇家家交交响响乐乐团团来来烟烟
带来融合中国传统元素和罗马尼亚民族风情的音乐盛宴

1月21日，从罗马尼亚飞来
的“云雀”——— 布加勒斯特皇家
交响乐团将在指挥大师伽百
略·沃伊库的带领下，为烟台观
众献上一场融合中国传统元素
和罗马尼亚民族风情的音乐盛
宴。

布加勒斯特皇家交响乐团
成立于2007年，是罗马尼亚最

著名的交响乐团之一。该团演
出多样，演出曲目丰富，从世界
各地的古典音乐到现代的经典
音乐作品都有涉及，是一个充
满活力，对音乐有执着追求的
乐团。该乐团还多次受邀参加
知名国际艺术节，如埃内斯库
国际音乐节、锡比乌国际表演
艺术节、布加勒斯特电影音乐

节、乔治·埃内斯库国际音乐节
等。

乐团首席指挥伽百略·沃伊
库(VOICU GABRIEL)出生于
音乐世家，他的父亲与叔叔都是
罗马尼亚大学的音乐教授。1991
年，他在美国和欧洲发起众多音
乐节，并成为纽约著名茱莉亚学
院的风云人物；1994年，他第一

次以独奏家的身份在美国和日
本演奏96场音乐会。

作为指挥家，他赢得过众
多国际比赛，其足迹遍布欧洲、
日本和美国等全世界50多个国
家。他曾表示对中国的热爱，而
中国也一直是他向往演出的国
家。同时，伽百略·沃伊库不仅
是著名指挥家还是一名小提琴

家。当“弦乐器”小提琴与他娴
熟的指挥能力、渊博的知识和
对音乐的微妙感觉相结合时，
会令每一位观众触动心弦，带
来无与伦比的视听享受。

关注“烟台大剧院”和“福
山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更有
九 五 折 优 惠 ，订 票 电 话
6605566、6615566。

全全国国春春季季游游泳泳锦锦标标赛赛
11月月1199日日在在烟烟台台开开赛赛

本报1月15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隋旭东)

1月15日，记者从烟台市
体育局了解到，2018年“浩
沙杯”全国春季游泳锦标赛
(北区)将于1月19日—21日
在烟台市莱山区体育公园
游泳跳水馆举行，本次比赛
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
管理中心主办，山东省体育
局、山东省游泳运动管理中
心、烟台市体育局、烟台市
游泳训练中心承办，烟台市
游泳运动协会协办。本次比
赛共有包括来自北京、山

东、河北、天津、广东、辽宁、
宁夏等省市自治区的15支
队伍的423名运动员、教练
员参加。

2018年“浩沙杯”全国春
季游泳锦标赛(北区)的竞赛
项目包括：50米、100米、200
米、400米、800米(女子)、
1500米(男子)自由泳；100
米、200米仰泳；100米、200米
蛙泳；100米、200米蝶泳；200
米、400米个人混合泳。此次
比赛是2018年烟台市游泳训
练中心举办的第一场大型全
国性体育赛事。

12日，首汽约车相关负责人领取到烟台市首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许可证》。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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