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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将将打打造造““智智慧慧河河长长””信信息息系系统统
利用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完善河湖管理，实现巡河常态化、全覆盖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徐晓静) 记者
从烟台市水利局获悉，2018年
以来，烟台市先后通过国家河
长制中期评估核查、2017年度
省级河长制考核、水利部河长
制湖长制督导检查。国家、省督
导考核组对烟台河长制工作高
度评价，认为烟台市县乡全面
建立河长制工作全部到位，部
分工作超前；河湖管理效果显
著，整体工作处于领先水平。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河
长制湖长制工作，将打造“智慧
河长”信息系统推动河湖管理
体系的完善。所谓“智慧河长”，
就是运用信息化手段，搭建河
长制综合管理平台和河长办公
平台，实现河道水质数据采集、

河长制信息公开、河道水质公
开、河道投诉建议、河长巡河办
公、河道督办管理等功能，向公
众提供信息公开和投诉建议等
服务，为河长提供移动办公服
务，为河道管理部门提供综合
信息管理服务。下一步，市河长
制办公室还将紧紧围绕生态城
市、美丽烟台的总体目标，以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统领，重点抓好以下
工作。

按照湖长制工作方案确定
的时间节点，抓好各项工作任
务落实。7月底前，全面实施湖
长制。建立起市、县、乡、村四级
湖长体系及管理保护体制和良
性运行机制。其中，5月底前，各
级逐级制定水库、重点塘坝和

湿地名录，完善市级考核办法
和相关制度，建立市级湖长体
系；县级党委、政府出台湖长制
实施方案；6月底前，县级党委、
政府完善县级考核办法和相关
制度，建立县级湖长体系；7月
底前，乡镇党委、政府完善相关
制度，建立乡、村两级湖长体
系。

6月底前，完成省级重要河
流大沽河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划
界工作，落实河湖管理范围线
与界址点测量。线桩(牌)及公
告牌制作安装等各项工作；年
底前全面完成市、县级重要河
湖管理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
各县市区按照时间节点定期报
送工作进度和阶段成果。

结合全市环境综合治理

“百日攻坚提升”活动和铁路沿
线环境问题综合整治提升行
动，开展“清河行动”回头看，加
强水环境综合整治，清理打捞
河道水面漂浮物、周边垃圾等，
彻底治理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
乱建、乱围乱堵、乱采乱挖、乱
倒乱排等“八乱”问题。针对遗
留问题、反弹问题以及河长巡
河、群众举报、现场督导发现的
各类问题，建立台账，挂牌督
办，下大力气整改落实。每月调
度通报各县市区行动开展情
况。

出 台 基 层 河 长 巡 河 办
法，将河长巡河情况作为工
作督察的重要内容，促进基
层河长履职尽责。制定河湖
管护相关制度，推动河湖管

理保护工作尽快进入良性运
转轨道。发挥社会力量，抓好
民间河长、义务河长的选取
和落实，形成良性机制，建立
广大的同盟军。着力打造智
慧河长信息系统，利用无人
机航拍等技术手段，实现巡
河常态化、全覆盖。

加快制定主要河道、重
要河段目录和蓄水计划，列
出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明
确工程保障措施，县级总河
长签字确认本地工作计划。
将此项工作纳入2018、2019
年全市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考
核，确保2 0 1 9年底前全市所
有重要河道和市区所有河道
都蓄上水，实现“水清、岸绿、
景美”的目标。

以“智”取胜

海海尔尔智智慧慧厨厨电电互互联联工工厂厂在在莱莱阳阳开开工工建建设设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16
日，记者从烟台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获悉，烟台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第2期市本
级餐饮服务环节抽检情况，抽

检项目主要包括食品致病微生
物、化学有害物质、食品添加剂
及非食用物质等安全性指标，
抽检合格率达到94%以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和烟台市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安排，烟台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餐饮服务
食品1562批次产品进行了监督
抽检。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一个样品内的个别项目不合
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

品。
本次抽检的包括有蔬菜、

畜肉、禽肉、水产品、复用餐饮
具、淀粉制品、发酵面制品、鸡
蛋等8类食品及相关产品。抽检
项目主要包括食品致病微生

物、化学有害物质、食品添加剂
及非食用物质等安全性指标，
抽检合格率达到94%以上。

特别提示消费者，遇到食
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31热线
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5月18日，由知名策展机构
青岛雅雄会展有限公司主、承
办的2018山东(烟台)第10届春
季茶产业博览会暨红木、紫砂、
陶瓷、书画展将在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盛大开幕。据了解，本届
茶博会展览面积达20000㎡，设
国际标准展位近800个，划分全
国名茶区、普洱茶/黑茶区、台
湾茶区、紫砂区、茶具/陶瓷区、
工艺品红木家具区等六大展
区，共同打造“胶东地区规模最
大的专业茶博盛会”。

6大茶系巨头云集 唯美茶空

间惊艳绝伦
茶博会上，以云南白药醉

春秋、中茶、勐库茶仓、太璞茶
业、古韵茗茶、宏昌传茶业、大
叶普洱、浮生半日、边关皓月茶
业、莱润茶业、黑冠王等为代表
的普洱大亨，白沙溪、晋丰厚、
湘益茯茶、泾渭茯茶等为代表
的黑茶豪门，御茶园、大姥号、
清泉华茗、品茗苑等白茶新贵，
玲珑王、日照瀚林春茶业、贵州
贵茶等绿茶代表，携手台湾阿
里山茶叶协会、台湾上奉茗茶、
台湾唐明皇茶等我国台湾地区
茶企、和一坊皇菊、林恩皇菊、
英德红茶等共襄茶界盛宴。

名家茶器赏心悦目 红木家具
厂家直销

据悉，本届茶博会名家紫
砂展区，吸引了董建平、张黎
强、王建芳、王锡军、蔡利平、邵
红交、夏盘听等60位国家级紫

砂大师前来。茶具工艺品展区，
韩国茶器、日本铁壶、以及我国
台湾柴烧、景德镇陶瓷、潮州陶
瓷、德化陶瓷等精美茶器及工
艺品，都盛装亮相。本届展会
上，还将展出由宜兴博物馆收
藏的范大生等明清、民国初期
紫砂名家，以及吴云根、蒋蓉等
紫砂大师的50余件传世精品。

来自福建仙游、浙江东阳、
中山南通、山东淄博的5大红木
家具展团的近40家红木品牌厂
家将带来包括老挝大红酸枝、
缅甸黄花梨木、金丝楠木在内
的多种材质制作而成的精湛工
艺的红木家具，造型涉及茶桌、
茶椅、沙发、床等多种样式，价
格方面，由于是产地直销，价格
将同比商场5-7折。

30位书画大师将亮相 最美茶
艺师大赛

本届茶博会上，将有30位

书画大师携佳作莅临，现场挥
毫，演绎极致的书画文化。

茶博会现场，组委会将联
合烟台道茗茶艺培训学校举办
第3届最美茶艺师大赛，12位集
美貌与才艺为一身的茶仙子们
将在现场开启茶艺冠军角逐之
战。

本届茶博会将于5月18日9:
30开幕，截止到5月21日。请关
注官方微信：“雅雄茶博会”，填
写信息并成功提交的观众，可
凭“成功登记截图”直接入场。
且凭预约手机号可至组委会礼
品兑换处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组委会电话：13336391338。

展会活动地址为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位于港城东大街309
号。到达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的
公交线路有：7路、10路、17路，
23路，51路，55路、567路。市民
也可自驾车前往，将车辆停放
在博览中心门前。

明明日日开开幕幕！！世世界界好好茶茶齐齐聚聚烟烟台台茶茶博博会会

车辆拍卖公告
2018年5月25日9时30分于中

拍 平 台 ( h t t p : / /

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1、

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别克君

威、陆尊、GL8、柯斯达等车辆 6

台，单辆拍卖；2、江铃、五十铃货

车4台，整体拍卖；3、桑塔纳、金

杯、五十铃等车辆 4 6台，整体拍

卖 。 ( 详 见 公 司 网 站 ：

www.sdpm.com.cn)。

5月23日—24月在烟台市芝

罘区黄务卧龙经济园马山路9号

院内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5月24日16

时前将标的1保证金1万元/台、标

的2保证金4万元、标的3保证金30

万元交至本公司账户，并持有效

证件在展示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531-82620789

保证金查询：0531-82620567

地址：济南市环山路37号315室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烟烟台台食食药药监监公公布布第第22期期餐餐饮饮服服务务食食品品抽抽检检情情况况
蔬菜、畜肉等8类食品合格率94%以上

近日,蓬莱阁景区智慧
票务系统正式启动运行，标
志着蓬莱阁景区智慧景区建
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进
一步打通线上线下O2O一体
化应用通道打下硬件基础。

据了解，新票务系统每
年节约门票印刷成本80%左
右，现在游客只需在各大
OTA渠道上订购景区门票，
凭身份证或者是二维码就
能够直接取票，也可在自助

售取票机上使用支付宝、微
信、银联卡支付方式直接购
票。

另外，景区智慧票务管
理平台可进行线上线下大数
据采集并汇总游客在景区相
关数据并实时统计在园游客
数量，从而分析出游客来源，
游客峰值等相关数据，实现
客流量实时监控预警机制，
有利于景区进行科学指挥调
度。(通讯员 高峰)

蓬蓬莱莱阁阁景景区区智智慧慧票票务务
管管理理平平台台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赵
金阳 通讯员 李梦) 5月16
日，记者从莱阳市委宣传部获
悉，16日，伴随着数台大型机械
设备轰鸣的马达声，海尔智慧
厨电互联工厂一期在莱阳经济
开发区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莱阳海尔智慧厨
电互联工厂是海尔集团按照工
业4 . 0标准，在烟威地区设立的
第1个智能化工厂，总占地200
亩，其中一期固定资产投资2 . 9
亿元，2018年底投产，投产后年

产值达15亿元；二期预计固定
资产投资4 . 1亿元，2019年年底
投产，投产后年产值将达25亿
元，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尔厨电
生产基地，生产的品牌涵盖海
尔、卡萨帝、GEA、F i s h e r&
Paykel、统帅等五大品牌。

“莱阳海尔智慧厨电互联工
厂是海尔集团的第3个厨房电器
互联工厂。”海尔厨电全球供应
链总监肖相鹏解释，“互联工厂”
是海尔领先全球家电业的创举，
通过“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体系”
这一生产模式，让智能化程度并
不仅仅停留在“无人”(自动化)、

“智能”(信息化)，还将发展模式

率先提升到了“全面私人定制”
的互联化。

莱阳市经济开发区管委副
主任、冯格庄街道办事处主任
高磊说，下一步开发区将努力
把海尔厨电打造成莱阳智能化
制造的标杆企业和优秀典范，
为该市新旧动能转换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

记者获悉，该项目预计今
年年底将投入使用。届时，海尔
厨电莱阳互联工厂一期工程将
每年新增150万台产能，二期将
新增250万台年产能，共计400
万台产能，为海尔厨电在中国
市场又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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