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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元元//mm22！！550000供供热热今今起起收收采采暖暖费费
收费时间10月31日截止，用户需提前办理报停或开通等供热业务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吴绍清 李庆
梅 ) 为保障2 0 1 9- 2 0 2 0采暖
期供热工作正常进行，烟台
5 0 0供热有限公司于9月1 0日
开始正式对 辖 区 用 户收取
2 0 1 9 - 2 0 2 0年度采暖期采暖
费。本年度居民住宅供热价
格以建筑面积为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为23 . 00元/平方米。
采暖费交费时间为2019年9月
10日-2019年10月31日。若本
年度物价管理部门出台新的
收费标准，则按物价管理部
门调整后的价格执行。

据介绍，用户记准自己的
16位供暖编码可通过多样化、
智能化渠道交费。⑴关注“烟
台500供热有限公司”微信公
众号在线支付。⑵通过500供
热区域内的烟台银行、邮政储
蓄银行各营业网点交费。⑶通
过烟台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的手机银行、网银交费。
⑷登录华能热力用户服务平
台 ( 网 址 h t t p : / /
www.chngec.com.cn)网上在线
支付，目前支持工商银行、中
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
在线支付。(5)通过微信钱包中

的生活缴费在线支付。(6)通过
支付宝中的生活缴费在线支
付。

用户交费后开据的发票为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银行柜
面只提供500公司认可银行盖
章确认的采暖费收费单据。用
户交费后可凭提取码通过500
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华能热力用
户服务平台自行下载打印发
票。

目前500工作人员已开始
陆续将收费通知及供暖编码
提示张贴到单元楼下，请用户
留意查看。供暖编码还可通过

关注500微信公众号、登录华
能热力用户服务平台或拨打
服务热线 6 6 6 6 5 0 0等方式查
询。本年度要求开通或暂停
供热的用户，应当于2019年10
月 1 5日 前 办 理 相 关 供 热手
续。

上供下回供热系统的用
户办理报停或开通手续，请
携带房证和房主的身份证(代
办人员还需要携带自己的身
份证 )到5 0 0客户服务中心办
理手续，上供下回系统的用
户还需要交每组暖气2 5元的
拆卸或安装费。对于10月15日

- 1 0月 3 0日期间因用户实际
情况仍需办理上供下回供热
系统报停或开通的，公司只
办理用户自拆、自装业务，用
户在供暖前自拆、自装完成
并经公司工作人员现场验收
合格后完成业务手续，10月30
日后不再办理。分户控制供
热系统的用户可通过微信平
台 在 线 办 理 报 停 或 开 通手
续。

2019-2020采暖期试压工作
即将陆续展开，500供热公司会
以各种形式第一时间发布信息
及温馨提示。

烟烟台台交交警警为为芝芝罘罘区区一一党党支支部部开开展展主主题题党党日日活活动动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海波 杨琳)

记者从烟台交警一大队获
悉，9月6日上午，芝罘区数字
化服务中心党支部结合主题
党日活动，邀请烟台市交警支
队一大队副大队长于辉到服
务中心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专题讲座。

会上，于辉结合近年来发
生交通事故的图片和视频进
行了讲解，一张张发人深省的
事故照片、一段段触目惊心的
视频、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
故、一个个令人心痛的真实案
例，给在场所有人敲响了生命
安全的警钟。

听完讲座后，服务中心人

员表示将严格遵守交通安全
法规，自觉抵制酒后驾车、超
速行驶、疲劳驾驶、闯红灯、强
行超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同时
充分发挥数字化服务中心“80
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的先锋
模范作用，做安全文明交通参
与者，做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志
愿者。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
市市县县一一体体化化统统筹筹提提升升带带电电作作业业能能力力

9月9日，国网烟台供电公
司带电作业室发挥市县一体
带电作业优势，统筹全市带电
作业能力，选派牟平、福山、招
远等优秀带电人才组成的配
电带电作业班，在市公司作业
人员带领下赶赴莱州协助开
展带电作业工作。烟台供电公
司通过开展带电作业“市县一
体、区域协作、同质提升”活
动，全面提高县公司不停电作
业水平。

该公司全面整合全市带
电作业资源，建立“1+3+10”
市县一体化带电专业体系，
通过市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带

动三个区域中心，辐射十个
县公司带电作业班，统筹全
公司工器具及作业车辆资
源，统一购置工器具，配置地
电位绝缘导线剥皮器、绝缘
平台，调配1 0辆绝缘斗臂车
给县公司，每个县公司作业
车辆达到2辆。严格审查市县
公司提报的月度停电计划，
根据各县作业需求与承载力
调整作业计划，能通过不停
电作业方法开展的检修、业
扩接火等工作，一律不能安
排停电作业，切实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需停电作业的，采
用“停电+带电”相结合工作

方式，有效减少停电范围。
同时，在全市范围内统筹

开展区域协作，建立带电作业
周计划制度，带电作业室平衡
全市配网不停电作业周计划，
常规简单作业需求较多的县
公司，可直接向带电作业室申
请区域协作，确保周带电作业
计划完成。

今年以来，烟台供电公司
共计开展区域协作35项，跟班
培训县公司带电作业人员120

人，市县一体开展带电作业
238次，多送电量19 . 1万千瓦
时。

(通讯员 马学利 闫同)

喜喜迎迎中中秋秋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3399元元查查男男科科

中秋佳节，是个团圆的日
子，少不了作为顶梁柱的男
人。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举家
团圆的日子，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于9月11日-17日，给男人们
送上一份中秋大礼——— 39元
查男科系列活动，让男人更健
康，让家更圆满。

“重视自身健康，是男
人对父母、对爱人、对孩子
更大的负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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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指出，没病早防，有病早
治，在国外是很流行的健康
观念。在我国，别说平常的
检查体检，就是身体有了不
适，很多男人也不重视不就
医。很多疾病早治效果好，
花钱少，等严重了，花钱多
还不一定治好。

本 次 活 动中，只需 要
3 9元 ，就 可 以 做 原 价数百
元的单病种男科疾病检查
套餐 (包括前列腺疾病、性
功能障碍、包皮过长包茎、
泌 尿 生殖感 染 、性 传 播 疾
病和不孕症等六个病种 )。
与 其 说是实惠 ，不 如 说是
关爱。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的关
爱，不仅体现在39元的检查

上，更体现在方方面面。本次
活动对多项先进男科技术，
也推出了范围广、力度大的
惠民政策：治疗早泄的第二
代阴茎脱细胞生物补片技术
援助1000元；治疗阳痿的TP
性细胞激活技术援助800元；
治疗前列腺的ECO前列腺治
疗系统援助200元；治疗泌尿
感染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援助
200元；治疗尖锐湿疣疱疹等
性传播疾病的联合治疗技术
援助200元；龙氏阴茎延长增
粗术和生物支架技术援助
1000元；包皮手术手术费500
元(不包含麻醉费、手术材料
费等其他费用)；治疗疝气、腋
臭、痔疮的微创手术援助200
元。

不要小看这数百到上
千元的援助。要知道，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的这些技术，
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很多都
是国内鲜有的新技术或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的特色
技术。

在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的
幸福日子里，还有什么比健
康更重要？为了自己，更为了
家人，好男人是时候给自己
做个男科检查了。预约电话：
0535-2996666。

莱阳市建设局
开展农民工工资管理工作专项整治活动
为严格落实“莱阳市建设工程领域

农民工工资暨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会议
精神，莱阳市建设局立即展开工作部署，
对全市在建工程农民工工资管理工作进
行专项整治。

专项整治活动自8月29日开始，对全
市41个在建工程项目开展专项检查。重
点检查了工程项目硬件落实情况：包括
现场维权公示牌、工资发放公示牌、门禁
系统。制度落实情况：包括工资保证金缴
纳，工资专用账户开设及使用，实名制管
理平台应用，劳动合同、花名册、考勤表、
工资表等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工程款和
工资支付情况：包括是否按合同支付工
程款，是否通过银行卡发放工资及工资
流水证明等。

通过本次专项整治活动，莱阳市建
设局及时地掌握了全市在建工程农民工

工资管理情况，为发现问题根源，有的放
矢地整治提供了基础。今后，莱阳市建设
局将加强监管力度，每月对在建工程进
行全面检查、排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
示。从源头上遏制住建筑工程领域拖欠
农民工工资行为，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通讯员 黄伟杰）
2019年9月5日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
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涉案车辆处置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现将2015年以来，因

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扣留逾期

未接受处理的或者长时间停放

的74辆涉案车辆予以公告，请车

辆驾驶人、所有人或管理人持

相关证件前往相关大队接受处

理。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

内仍不接受处理的，将依法对

相关车辆进行处置。

附：涉案车辆统计表 (或

详细车辆信息请登录：http://

ytgsjj.haixia.net/backend/web/

查询)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

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9月9日

公 告
招商·东岸C地块一期 6 0、

60A、83、85、86、108、109、132、133号
楼各业主：

受烟台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
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
滨海东路496号60、60A、83、85、86、
108、109、132、133号楼的面积进行
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
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完成，现
决定于2019年9月11日至2019年9
月20日在牟平区滨海东路496号60
号楼一层公示墙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我公司恳望各位业主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于公示期内认真
核对各房产的现状、位置、边长数
据是否相符，核对无误后请签字
确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
实及签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
主认同本次测绘数据。对确认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公
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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