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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海关率先实施“两步申报”改革

首首票票通通关关货货物物一一分分钟钟被被放放行行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刁伟 周先雁)
近日，烟台港通关作业现场，

山东朗越国际运输服务有限公
司向海关申报进口一票挖掘机
用配件货物，1分钟后货物即被
放行，这比以往节省了好几天
的时间。这是山东省首票海运
通关现场通过“两步申报”放行
的货物。

进口这批挖掘机用配件的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是一家加工生产公司，一直通
过烟台口岸进口货物。此前企
业都是一次备齐105个报关单
需要的项目后再向海关申报，

“两步申报”改革启动后，企业

在不涉税、不涉检验检疫、不涉
证的情况下，提供9项基本信
息，即可进行申报，通关放行后
即可提货，其余信息可于运输
工具抵港14天内再申报。“我们
业务量比较大，每月1300票报关
单，改革后我们可以节省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仓储成本、时间
成本。”公司报关经理孙莉说。

当天，烟台蓬莱国际机场
通关作业现场，青岛中远海运
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海关
申报进口一票光学镜头货物。
在“两步申报”模式下，报关员
仅填写了9项报关单申报项目，
海关审核放行通关单证后2分
钟企业就可以提货了，半个小

时之后货物就可以进入国内市
场或者企业生产加工现场。

据了解，根据海关总署统
一部署，青岛海关隶属烟台海
关驻机场办事处和驻港口办事
处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开展了

“两步申报”改革。这一改革是
对海关原有申报模式的突破。
改革启动后，企业仍可选择继
续使用原有的一次性申报模
式。信用等级是一般信用及以
上的企业都可以通过“单一窗
口”进入“两步申报”模块，先进
行“概要申报”，事后完成“完整
申报”。

烟台海关相关人员表示，首
批试点全国仅6个直属海关10个

业务现场，烟台海关即有两个业
务现场入选。其中驻机场办事处
现场负责办理空运进出口货物
的通关手续，货物种类涉及电子
产品、活动物、食品、机械产品、
化工品、冰鲜水产品、实验室仪
器设备等众多种类，作为烟台地
区唯一的空运现场为企业提供
了高效快速的通关便利。驻港口
办事处现场负责烟台港海运进
出口货物的通关手续，货物种类
涵盖了食品、化妆品、动植物产
品、化工品、危险品、大宗散货等
各种复杂情况，而且前期该现场
为“查检合一”和“大数据模型”
测试现场，可以说一直走在改革
的前列。

为了使改革顺利推进，烟
台海关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通过对企业开展专题培训，
召开企业座谈会，组织企业问
题集中研讨会，让企业提前对

“两步申报”有所了解，同时选
取试点企业，指导企业进行客
户端联调环境的配置导入，组
织业务骨干第一时间解答企业
在联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试点成熟后，青岛海关将
把烟台海关先进经验复制和推
广至其他隶属海关，让更多的
企业享受到高效便捷、灵活开
放的申报制度，进一步提高口
岸通关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增
强企业获得感。

烟台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药品零售环节专项整治

99家家药药店店不不凭凭处处方方销销售售处处方方药药被被罚罚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柴瑞洪) 为加强
对药品零售环节监管，进一步
规范药品领域经营秩序，保证
百姓用药安全放心，近日，烟台
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药品零售环节专项
整治。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双随
机”形式，明确七个方面监管重
点，对全区零售药店开展全面
排查。截至目前，全区已检查零
售药店185家。对1家零售药店

严重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给予撤销《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认证证书》、1家违规
经营药店给予收回《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对9
家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零售
药店给予顶格行政处罚，罚款
9000元；对5家未按照要求实施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零
售药店给予警告；对存在不按
照规定条件储存陈列药品，开
架销售处方药，不按“三专一
证”(专人管理、专柜陈列、专册

登记、凭身份证购买)销售含麻
黄碱类复方制剂的20家零售药
店责令限期改正；2家零售药店
主动申请注销《药品经营许可
证》；13名执业药师主动变更注
册，2名执业药师主动注销《执
业药师注册证》。

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零售
药店的监督检查，聚焦药品购
进、储存、分类管理、销售服务等
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进行重点
整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持

“四个一律”实施严惩重处。

上周六区新建商品房销售1038套

牟牟平平区区销销售售332200套套排排名名榜榜首首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曲彦

霖 通讯员 夏成 常虹) 据
烟台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官方
数据，烟台六区上周(8 . 26-9 . 2)
新建商品房销售1038套。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
售量最高的是牟平区，销售320
套。销售主力项目有滟澜海岸
小区成交57套,葡醍海湾成交50
套,凤凰琉璃海小区成交24套。

莱山区次之，销售172套。销
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滨海社区
(恒大御山华府)成交27套,刘家滩

100亩地安置项目成交23套,华润
中心南部商务办公楼成交20套。

芝罘区第三，销售152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红星国
际广场成交15套,三八水库周边
A地块(金地浅山艺境)成交9套,
香槟小镇二期成交9套。

福山区销售144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万科城市之光
成交46套,中海锦城成交44套,
万城华府成交7套。

开发区销售136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招商·西岸小

区成交31套,依云小区二期成交
26套,银和怡海国奥天地小区成
交8套。

高新区销售114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华和家园成交
57套,祥隆·又一城成交20套,东
方阳光海岸成交15套。

六区本周新批准商品房预售
许可3个。其中牟平区1个，为半山
半岛D地块5号楼。开发区1个，为
金河名都23号楼。莱山区1个，为
四季苑2号南E地块(万科翡翠长
安)4、5、9、12、13号楼。

治治疗疗性性功功能能障障碍碍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疗疗效效好好

“还是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厉害，我在别的地方治疗
了好久，效果都不理想，在
这里没多久治好了！”每天
像于先生这样在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治好阳痿、早泄
等性功能障碍的患者，还有
许多。

“医生和患者的想法
是一样的，就是尽快地治
好病。看着患者在我们这
里治好病，高高兴兴地走
出去，就是我们医生最大
的成就。”烟威地区泌尿外
科权威、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业务院长付成军教授
说，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能
够拥有让患者叹服的治疗
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是
靠着孜孜以求的潜心钻研
和近20年的深厚积淀。

为了找到好的专家，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北上
京津，南下湖广”，建成山
东省阵容强大的男科专
家平台：不仅拥有北京协
和医院、北京301医院、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
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韩国迈浦生殖整形连锁
医院等国内外众多名院
名医组成的顾问团，更有
烟威地区泌尿外科权威、

被誉为“烟威地区微创手
术大咖”的主任医师付成
军教授，市级医学科研骨
干、副主任医师周振辉领
衔的数十位经验丰富、技
术精湛的专家团队，实力
傲视烟台。

在治疗技术方面，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更是紧跟
医疗发展脚步，精益求精，
引进代表当前治疗水平的
技术，拥有CAO-ICI奥捷
特性功能康复技术、TP性
细胞激活术；三维性功能
障碍康复治疗系统；无创
治疗阳痿早泄的PT新技
术；实现一次手术双重效
果的第二代脱细胞生物补
片延时增粗技术等数十项
前沿技术，其中很多在国
内都属于鲜有的技术或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特色技
术。

此外，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还历经十多年钻研，研发
出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中药
专方制剂(清泉胶囊和补肾
养精胶囊)，获省级成果认
证并取得生产批号。

据了解，每年在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每年治好的阳
痿早泄等性功能障碍患者
多达数千人次。预约电话：
2996666。

8月28日-30日，“中国金
都·山东招远”第十三届黄金节
暨第三届网络黄金节人气爆
棚，线上线下火力全开，引爆招
远“黄金时刻”。日前，在线上的
每一场“淘抢购”活动中，金银
制品全部都被抢购一空。网红
主播在招远黄金珠宝首饰城和
各大黄金游特色景点进行网络
直播，一场场直播串联起线下
黄金节的热闹场景和源远流长
的金都黄金文化，向粉丝们同
步展示人气爆棚的黄金节，将

“中国金都”的金字招牌擦得更
亮。

线下，记者在招金银楼
里看到人潮涌动，收银台前
排起长长的队伍，顾客们不
时发出阵阵惊叹。在这里，不

仅有各式各样常见的精美黄
金饰品，还有各种黄金文创
产品，迸发出强烈的文化气
息和现代科技感。

线上，较早开始的黄金节
淘宝热销活动更是火爆。8月13
日，招金银楼足金9999金条闪
亮登场，在“淘抢购”活动开始
一小时内便被抢购一空。8月24
日的“淘抢购”更是让线上的网
民体验到“手慢无”的感叹。8月
28日，上线京东平台的鲁鑫金
条，活动开始仅10分钟就被迅
速“秒杀”。

8月28日当天，两位中国人
气网红现身招远，走进黄金珠
宝首饰城、各大黄金游特色景
点、招金银楼等知名黄金品牌
店铺，在“淘宝直播”“花椒”等

点击率居前列的视频网站开展
网络直播，撒优惠券对参与活
动的所有店铺进行产品促销，
让观众足不出户了解黄金制作
工艺，带观众在淘金小镇体验
淘金乐趣和宋代人的生活状
态，品尝招远独有的“黄金宴”，
带着粉丝们一饱眼福和口福。
据统计，从网络黄金节预热活
动开始，截至8月29日晚，招金
银楼、鑫荟金行等参与活动的
店铺网络销售额近700万元，超
过往届同期效果，“互联网+”的
风力让“黄金节”的热度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

自2017年举办首届网络黄
金节以来，“招远黄金”区域互
联网品牌迅速提升，开创了黄
金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新的里程

碑。以网为媒，招远“线上线下”
双渠道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

“中国金都”新面貌，也向消费
者传递更时尚的金银饰品消费

理念，实现中国金都黄金文化
互联网传播与金银饰品电商销
售双丰收。

(通讯员 林琳)

““金金都都””黄黄金金节节吸吸金金又又吸吸粉粉
线线上上线线下下双双火火力力引引爆爆招招远远““黄黄金金时时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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