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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88中中国国民民博博会会今今天天盛盛大大开开幕幕
三个展馆各有看点，持本报活动剪报现场还可领取礼品

自从烟台开发区接手扶贫
工作以来，开发区工委管委高
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精准发力，助力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烟台开
发区扶贫办起草了《致全区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一封信》《致帮
扶责任人的一封信》《致扶贫干
部及家属的一封信》《致社会各
界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
人士的一封信》《致全区贫困村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一封
信》，并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进
行宣传，共同构建全区尽上阵、
社会齐参与的大扶贫开发格
局。

《致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一封信》号召全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在开发区工委管委和
各类社会组织的帮助下，“撸起
袖子加油干”，通过自己辛勤劳
动积极配合参与各项扶贫工
作，早日实现稳定持续脱贫，尽
早实现小康生活。动员贫困户
配合新一轮的入户信息采集工

作，如实向工作人员提供信息，
并提出合理建议。

《致帮扶责任人的一封信》
号召全区第一、第二帮扶责任
人，坚持“干”字当头，实干先
行，坚持精准方略，坚持标准质
量。在给予贫困户一定物质上
的扶持之外，还要兼顾与贫困
户的精神交流，树立自力更生、
勤劳致富观念，增强脱贫致富
信心和决心。

《致扶贫干部及家属的一
封信》号召扶贫干部在脱贫攻
坚到了啃硬骨头、攻城拔寨的
冲刺阶段，持续强化作风建设，
思想上再统一、认识上再提高，
自觉把工作标准调整到最高，
自我要求调整到最严，扎实履
行好自己的职责，共同助力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感谢扶贫
干部家属对全区扶贫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

《致全区贫困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干部的一封信》号召

“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不仅要

坚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敢打
必胜的使命担当、焕然一新的
奋斗姿态、一往无前的信心勇
气、攻坚拔寨的硬招实招，坚决
打赢这场输不起的硬仗，坚决
啃下这块“硬骨头”。还要继续
团结村“两委”班子成员，充分
发挥好他们群众致富的领路
人、帮扶人、示范人的作用，做
好区级帮扶干部的参谋和助
手，发挥牵线搭桥的作用，继续
深入开展扶贫政策面对面宣讲
活动，积极配合镇级做好贫困
人口信息入户采集工作。

《致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社
会组织及爱心人士的一封信》
号召全区爱心企业、社会组织、
爱心人士等积极行动起来，弘
扬扶贫济困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通过开展爱心捐赠等方式，
积极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与
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携手奔赴
小康之路。(通讯员 李世波

记者 刘丹)

为弘扬尊老爱老的中华
传统美德，进一步增强干部员
工的“敬老、爱老、助老”的服
务意识，在重阳节之际，恒丰
银行烟台分行组织辖内网点
开展一系列敬老服务活动，用
实际行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活动中，辖内蓬莱支行
工作人员来到了马格庄街道
东村村委，为这里70周岁以
上的老党员带去了节日慰问
品，并与老人聊天谈心，询问
老人的身体情况和生活上的
困难。长岛支行党员们自发
地组成公益小分队，来到帮
扶村开展慰问活动，活动得
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各支行还积极为老年客
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搭
建老年金融服务宣讲活动，
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到社区、
养老院、老年大学等地，为老

年人讲解识别假币、投资陷
阱、防范电信诈骗等知识，有
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宣传
科普活动。

据了解，该分行从细微
处着手，在日常工作中不断
探索为老年客户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各网点持续完善
辖内网点服务设施配置，在
厅堂内配备老花镜、雨伞、防
滑垫、轮椅、应急医药箱等多
种便民服务设施，并为老年
客户开辟绿色通道，让前来
办理业务的老年客户在细微
之处感受温暖。

今后，分行将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不断丰富和延伸
敬老服务内涵，以真情爱老，
以真爱敬老，以实际行动不
断提升敬老金融服务水平。
(通讯员 薛瑞 记者 秦
雪丽)

开开发发区区五五封封家家信信，，助助力力打打赢赢打打好好脱脱贫贫攻攻坚坚战战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
开开展展““重重阳阳节节””敬敬老老活活动动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孙晓政)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
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烟台市人民
政府主办，烟台市委宣传部、
中 国 文 联 民 间 文 艺 艺 术 中
心、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文艺
专业委员会、烟台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承办的烟台市最
具人气的展会之一——— 2018
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将
于10月19日上午9点30分在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并全
程向市民免费开放。记者从
组委会了解到，目前组委会
工作人员已进驻展馆，布展
于18日晚全部完成。

三个展馆各有千秋，特

装率70%以上

组委会招商部长刘文勇告
诉记者，今年的展览看点太多，
三馆各有千秋。A馆堪称“浓缩
了中国民间艺术的精华”，一入
馆就是刚参加了上合组织青岛
峰会的“智能新编钟”。民博会
期间，每天上午10点，“智能新
编钟”将在国际博览中心奏响，
演奏者是烟台大学音乐舞蹈学
院老师王雪。中央美术学院高
研班师生油画作品展、中国人
民大学画院油画展均在A馆，
堪称港城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油
画展。首届全国民艺精英烟台
论剑的主战场在A、B两馆，几

百个展台一字列阵，各路精品
力作亮出各自绝活儿。

B馆可谓中西文化大碰撞，
有全国雕刻班作品展、非遗手
工联盟、濒临失传的“红雕漆”、
苏州核雕、七彩云南，有烟台赏
石协会“文人·漫生活 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百万级顶级观赏
石展、烟台收藏家协会12个展
团“抱团”参展。十几个外国展
团齐齐出场也是该馆重头戏。

而C馆堪称“浓缩了烟台传
统文化的精华”，各县市区组成
100个展团，各种濒临失传的、
创新的、改良的、长期消失在人
们视野中的各个门类的手工艺
品集中在“胶东风物·文创烟
台”展区呈现在市民面前，会极
大提升烟台人的文化自信。代

表中国剪纸标尺的胶东剪纸展
和山东剪纸展也在该馆。

两大国内顶级皮影剧

团将上演PK大戏

为促进“中国民间艺术大
学堂”活动的深入开展，组委会
特邀京西皮影第五代传承人王
熙和她的袖珍人皮影剧团、中
国皮影协会皮影剧团来本届民
博会为广大中小学生表演，两
大国内顶级皮影剧团将在本届
民博会上演PK大戏，大家可从
中真切感受到被称作中国戏剧
的活化石的皮影戏中包含着的
雕刻、操纵、唱腔、配音、乐器、
特效，剪纸等神韵。为提高动手
能力，B馆特设中国民间艺术大

学堂体验专区，广大中小学生
可在非遗手工联盟、手工拉坯
陶艺观摩和体验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为让公众切身感受民间艺
术之美，组委会还组织了20件
素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
声誉的钧瓷名家董长松的钧瓷
主人杯、200个国家非遗传承人
聂希蔚的作品高密泥老虎和
500个“泥人张”的“小屁孩儿”
送给热爱民间艺术的公众和孩
子们把玩欣赏。凭本报活动消
息剪报均可在四天展会期间领
取，每人限领一份，时间为上午
9:30-11:00，下午1:30-3:00，地点
为组委会服务台，先到先得，送
完为止。本届民博会将继续推
出纪念收藏套票。

18日，山东省第24届运动会网球比赛女子甲组单打比赛决赛落下帷幕，烟台网球小将于汶均2：
0战胜对手夺得金牌。至此，烟台网球队包揽了本届省运会女子甲组单打、双打、团体3枚金牌，成为
烟台网球队发展的一大里程碑。图为比赛中的于汶均。 本报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张坤 隋旭
东 摄影报道

烟烟台台网网球球包包揽揽33金金
记者从市质监局计量

所获悉，根据《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
条规定，单件定量包装商品
的实际含量应当准确反映
其标注净含量，标注净含量
与实际含量之差不得大于
规定的允许短缺量。

据了解，根据《商品量计
量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生产

者生产定量包装商品，其实际
量与标注量不相符，计量偏差
超过《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
规定》或者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
正，给用户、消费者造成损失
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违法
所得3倍以下、最高不超过3万
元的罚款。 通讯员 莫言
云利 记者 秦雪丽

购购买买定定量量包包装装商商品品
应应注注意意标标注注的的净净含含量量

近日，市质监局稽查局对
烟台保税港区的29家企业实
行网格式无缝监管，对该区域
内的锅炉、压力管道、压力容
器、电梯、叉车、行车等特种设

备摸底建档。共出动执法人员
78人次，发现违规操作19起，安
全隐患81条，停用的锅炉注销
2台，发现的问题已得到全部
整改。(通讯员 姜立强)

烟烟台台市市质质监监局局稽稽查查局局
对对保保税税港港区区企企业业执执法法督督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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