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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烟台翱速日用品销售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保

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社会保险提供担保告知书

(烟莱人社稽保告字 [ 2 019 ]第

006号)，自公告起60日内来烟

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稽核科领取告知书，逾期视

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

2019年07月12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告知书

公 告
烟台翱速日用品销售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保

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社保稽查行政处理事先告

知书(烟莱人社稽理告字[2019]

第006号)，自公告起60日内来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稽核科领取事先告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

2019年07月12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告知书

公 告
山东翱策日用品销售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保

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通知书 (莱社稽通字 [ 2 019 ]第

019号)，自公告起60日内来烟

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稽核科领取通知书，逾期视

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

2019年7月12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通知书

上半年烟台市市场监管局接投诉3053件，商品类占比近八成

学学车车容容易易退退费费难难成成投投诉诉热热点点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徐鹏
辉) 7月11日，记者从烟台市市
场监管局获悉，上半年，烟台市
市场监管局通过12345热线、政
府门户网站、来信来函和全国
12315互联网平台等渠道共接
收群众诉求4735件。按诉求类
别分，咨询293件，占诉求总量
6 . 19%；投诉3053件，占诉求总量
64 . 48%；举报1389件，占诉求总
量的29 . 33%。

按受理投诉消费类型分，
商品类投诉件2442件，占投诉
量的79 . 99%；服务类投诉611件，
占投诉量的20 . 01%。从投诉内
容来看，质量问题、售后服务和
合同纠纷是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问题。其中，关于质量问题的投
诉613件，占总量的20 . 08%；关于
售后服务方面的投诉197件，占
总量的6 . 45%；关于合同纠纷方
面的投诉89件，占投诉总量的
2 . 92%；以上三项共计899件，占
投诉总量的29 . 45%。

主要表现在：售后服务方
面主要涉及日用百货类、家用
电器类、交通工具类等商品领
域。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家
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履行三
包规定，存在维修时间长或乱
收费现象，商家未按时送货、
安装，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维修
后仍无法排除故障等；质量方
面主要涉及家用电器类、日用
百货类、交通工具类等商品领

域。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冰箱
有 异 响 、异 味 ，空 调 不 制 冷
(热)，服装掉色、鞋子断底，家
具出现裂缝、颜色不匹配，汽
车及零部件出现故障，手机信
号不好等；合同方面主要涉及
健身服务、美容美发服务、摄
影服务等领域。投诉问题主要
集中在消费者交纳押金或者
办理会员卡、充值卡后，商家
未按约定提供服务或商家转
让、迁址更名后，消费者无法
继续接受服务，消费者购买家
具或汽车等贵重商品在交纳
定金后，商家不按照约定履行
义务。

从举报类来看，上半年，共
接收举报1389件，占诉求总量

的29 . 33%。从举报案件涉嫌的
违法类型来看，违反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律法规的183件，占举
报量的13 . 17%；违反企业、个体
私营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2 3
件，占举报量的1 . 66%。从举报
内容来看，主要表现在商品中
掺杂、掺假或以不合格商品冒
充合格商品，无照经营或超范
围经营，违反产品标识规定或
商标侵权，广告虚假宣传或欺
诈消费者等。

从上半年投诉情况看，主
要有以下六大热点，学车容易
退费难成为近期驾校学车投
诉的热点，反映出驾校在收费
明示、合同协议、教学日志等
多方面有待规范；车企乱收金

融服务费成为近期舆情关注
的投诉热点，反映出汽车销售
企业营销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巧立名目乱收物业费成为近
期社区百姓投诉的热点，反映
出物业服务企业在收费项目
和日常管理等问题比较突出；
保健食品虚假标注成为职业
索赔人投诉举报的热点，反映
出网络食品虚假宣传、误导老
年人等问题仍屡见不鲜；互联
网购物纠纷多成为当前投诉
举报的热点，反映出网络商品
质量参差不齐、售后服务跟不
上等诸多问题；预付款消费退
款难成居民服务类投诉的重
灾区，反映出商家诚信意识缺
乏的问题。

邻邻居居及及时时报报警警，，避避免免22起起重重大大险险情情
烟台新奥燃气将对报警市民进行奖励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何亮) 记者从
烟台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6月17日鼎城2008小区、6月
27日御金台1号楼接连发生两
起采用打开燃气阀门、割断天
然气胶管的方式准备自杀的事
件，幸亏都被邻居发现并报警。
接到报警后，烟台新奥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及时赶到
现场进行紧急处置，避免了两
起恶性事故的发生。

据烟台新奥燃气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描述，6月17日下
午3点30分，呼叫中心突然接到
鼎城2008小区8-2-504用户报警，
称家中有煤气味。接到报警后，

公司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
行排查。发现燃气味是从楼下
404室传过来的。经过物业多方
联系，找到该用户的朋友过来开
门。门打开后，发现一名女性用
户将胶管割断企图自杀，而且还
将自己的孩子锁在卧室里。

6月27上午，烟台新奥燃气
发展有限公司呼叫中心接到御
金台1号楼一住户报警，称楼道
有很严重的煤气味。接到报警
后，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立即
赶到现场排查。发现36层某住户
家中漏气，为防止发生意外，工
作人员先将立厅总阀门紧急关
闭。多次敲门后，最终该用户开
了门。进入室内，工作人员发现

该用户男主人将家里的阀门打
开，并将燃气灶具上的天然气
胶管割断，企图自杀。其楼上邻
居报警后，警察介入调查，对该
男子进行进一步处理。

正是市民对燃气泄漏的高
度警觉性和工作人员的及时妥
当处理，才避免了两起重大恶
性事故的发生。对此，烟台新奥
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将对这两起
重大险情报警市民和紧急处置
的工作人员进行奖励。

烟台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表示，市民如果遇
到室内或楼道内有燃气味，请
立即开窗通风，赶到室外后再
拨打电话95158、6246646报警。

安安全全度度夏夏
暑假来临，为增强学生水上安

全意识和防范能力，7月8日，建昌
街小学、烟台海事局、芝罘海事处
联合开展了以“水上平安交通、安
全伴我成长”为主题的假期防溺水
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全校800余名
师生参与学习。课堂上，海事“老
师”们通过多媒体演示、场景图片、
动画短片、现场训练、互动问答等
方式，为在场师生讲解了水上游玩
时存在的危险、如何开展溺水救援
等多项水上安全知识。 通讯员
宋慧 邴磊 张明 摄影报道

寓教于乐 广受好评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烟台市市场监管局
举行了隆重的文艺汇演。烟
台市特检院蓬莱工作站的小

品《考验》，经过层层选拔代
表特检院参演。受到组织者
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金鹏

召开半年工作总结大会

7月8日，烟台市质检所
召开了2019年上半年工作总
结大会，全所中层以上干
部、部分员工共59人出席会
议。

会上，各科科长分别总
结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对

下半年工作进行了打算。赵
永福所长对各科室上半年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
各科室总结出了成绩及不
足，体现出了全所上下想干
事、能干事的思想。

通讯员 孙金霞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郑郑重重承承诺诺：：

本本月月这这个个手手术术全全是是副副主主任任医医师师做做
为了孩子健康成长，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郑重承诺：本月，给孩子做包皮
手术的医生，如果不是副主任医师及
以上级别的高职称专家，退还全部手
术费用。

烟台著名男科专家、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业务院长、主任医师付成军教
授指出，包皮手术做得好不好，一要看
技术好不好，二要看实施手术的医生
经验丰富不丰富。每个孩子包皮情况
不同，切除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手
术医生的经验。如果经验欠缺，往往达
不到手术效果。此外，手术的效果还会
影响术后的美观和自然。如果手术痕
迹太明显，孩子容易被同伴嘲笑。为孩
子做包皮手术当然要选择更好的医
院。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有这个实力，
更有这个底气。据了解，作为山东省专
业男科医院的先行者，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钻研男科技术18年，技术水平位
居省内前列。目前医院的手术医生，是
周振辉副主任医师、付成军主任医师
领衔的专家团队，都是有30年以上丰
富临床经验且手术突破万例的老专
家。对于包皮手术这样的小手术，由副
主任医师职称以上的老专家来亲自
做，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相关链接：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多
项关爱活动情动港城：专业男科检查
套餐仅需69元(能查性功能障碍、前列
腺疾病、生殖感染、包皮包茎、男性不
育等6类疾病)，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
高1000元。咨询电话：2996666。

开展特种设备整治活动

根据上级关于开展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的统一部
署要求，烟台市特检院莱
阳工作站组织开展以“控
风险、除隐患、防事故”为
主题的各类特种设备整治

活动，凝聚安全共识，防范
化解特种设备安全运行风
险，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生产环
境。

通讯员 金鹏

通过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扩项)现场评审

近日，山东省质量技术审
查评价中心评审组对烟台市
质检所进行了资质认定(扩项)
现场评审，并宣布评审顺利通
过。本次现场评审顺利通过，
扩大了在重金属、农残、兽残、

外墙保温系统、文具等方面的
检验能力，标志着质检所检验
能力进一步提高，为更好服务
市场监管工作及地方经济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通讯员 孙金霞 于春霞

质检快讯

特检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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