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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王聪 于洪
鹏) 记者从烟台开发区宣传
群团部获悉，10月12日上午，万
行韩国风情步行街授牌仪式在
开发区举行，全市首条韩国风
情步行街正式开街。

该韩国风情步行街位于万
行爱琴海购物公园东侧，北起
沭河路，南至秦淮河路，全长
350余米，属于衡山路商业圈的
核心位置，规划面积近2万平

米。街区定位为韩国特色餐饮、
零售、酒吧、金融等配套为主的
风情街。目前经营商户达130余
家，其中80%以上具有鲜明的
韩国特色。步行街在规划建设
过程中，邀请韩国知名设计机
构进行策划，突出商铺风景化、
街区风情化的主题特色，建设
了木槿花大型雕塑、济州岛石
老人等具有韩国风格的标志性
建筑，并对沿街门头风格不断
持续打造，设置与韩国特色人

文、餐饮等有关的宣传牌，浓缩
韩国文化、历史、民俗及时尚风
情于一体。

万行韩国风情步行街不仅
引进了大量韩国特色商户，还
积极引进了海底捞、胡桃里音
乐餐厅等一线品牌，致力于将
街区打造成开发区首条具有可
观、可赏、可玩、可消费的24小
时步行风情街，为区域居民提
供白加黑消费好去处，为外地
游客提供韩国特色商品消费主

场地，打造具有烟台城市亮点
的夜间活力的观光旅游品牌街
区。

据悉，随着中韩产业园建
设不断提速及自贸试验区获
批，韩国与开发区经贸合作、人
文交流日益密切，目前在区内
工作、生活的韩国人大约有3万
人。韩国风情步行街不仅为市
民提供了一处近距离接触韩国
民俗文化的机会，也为区内韩
籍人士提供一个购物娱乐的休

闲场所，让他们在开发区找到
“家”的感觉。

下步，开发区还将以自贸
试验区和中韩产业园建设为契
机，在加强对韩经济合作的基
础上，拓展与韩方在科技、教
育、医疗等各领域的沟通交流，
打造中韩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先
行区；探索建立中韩合作发展
机制，推动产业互动、人文相
容、贸易融通、监管互认、信息
互换。

烟烟台台首首条条韩韩国国风风情情步步行行街街落落户户开开发发区区
全长350余米，将打造成可观、可赏、可玩的24小时消费好去处

重重温温入入党党誓誓词词
201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蓬莱阁景区管理

处工委组织党员举行重温入党誓词、告白祖国仪式，以自己的方式
为祖国母亲祝福，以不一样的仪式为主题教育增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萍 摄影报道

烟烟台台在在省省文文旅旅商商品品创创新新设设计计大大赛赛中中斩斩获获22金金22银银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旅宣) 10
月11日下午，首届山东省文化
和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在泰山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烟台市在本次大赛中斩
获2金2银，其中张裕c咖系列、

“蓬莱有礼”文创系列商品获
实物类金奖，哈福玩具世界-
海洋系列获实物类银奖，莱州
多比巧克力齐鲁瑰宝系列商
品获设计类银奖，获奖等级和
数量居全省前列。

大赛以“好客山东”“海洋
文化和旅游商品”“文博山东”

“山东有礼”为主题，8月启动
以来共收到来北京、江苏、河
北、四川、重庆、河南、湖南、广
西等省（市、自治区）和省内16
市的660组、2000余件参赛作

品。经过专家评审，共评选出
实物类获奖作品60个，其中金
奖10个、银奖20个、铜奖30个；
设计类获奖作品19个，其中金
奖3个、银奖6个、铜奖10个。

烟台市在本次大赛中斩
获2金2银，其中张裕c咖系列、

“蓬莱有礼”文创系列商品获
实物类金奖，哈福玩具世界-
海洋系列获实物类银奖，莱州
多比巧克力齐鲁瑰宝系列商
品获设计类银奖，获奖等级和
数量居全省前列。

烟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近年来，
烟台市以文旅融合发展为契
机，出台了系列促进旅游商品
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不断激
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创新研
发推出了一批彰显烟台元素、

烟台特色，叫得响、叫得住的
文化和旅游商品，广受好评，

“烟台好礼”品牌知名度、美誉
度不断提升。近四年烟台市在
省级以上大赛获金奖21个、银
奖23个、铜奖41个。张裕葡萄
酒、莱阳梨膏、海洋休闲食品、

“好客山东”系列3D立体浮雕
图案巧克力等9项文创旅游商
品获国家级金奖。

下一阶段，烟台市将强化
文化旅游商品政策引领，加大
宣传营销，借助大赛、展会平
台促进企业学习交流，全方位
支持旅游商品企业做大做强，
加快文化旅游商品特色化、规
模化、品牌化、市场化进程，进
一步提升“烟台好礼”品牌形
象，全面促进烟台市文化旅游
商品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工工商商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积积极极开开展展诚诚信信兴兴商商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为了进一步宣传外汇管
理政策法规，增强进出口企业
和个人合法合规意识，鼓励企
业个人诚信办理外汇业务，工
商银行烟台分行通过“诚信兴
商宣传月”活动，利用工行线
上线下两种资源，采取灵活多
样的方式为各类企业提供优
质服务。

充分利用支行网点资源
优势加大活动宣传力度。该行
将“诚信守法用外汇，合规经
营促发展”“网络炒汇不合法、
资金安全无保障”等活动宣传
语在全辖营业网点电子门楣
上滚动播放，网点大堂经理、

客户经理对前来办理外汇业
务的企业和个人认真讲解合
法用汇的重要性，讲述外汇违
规带来的危害和后果，积极推
介对公和个人外汇业务产品，
持续增强客户合规用外汇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

通过企业走访和户外宣
传等方式扩大活动的受众面。
该行积极协同辖区支行走访
进出口企业，上门宣传外汇管
理政策和外汇业务优势产品，
在满足客户结算、交易和融资
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依法合规
办理外汇业务的意识。组织支
行网点走进社区、广场等人流

密集场所举办宣传活动，向社
会公众发放外汇业务产品宣
传折页，宣讲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外汇汇款及结售汇产品
的渠道优势，提示地下钱庄、
网络炒汇风险，鼓励公众通过
正规渠道办理外汇业务。

通过创新方式和渠道扩
大宣传活动的影响力。该行将
活动宣传内容、宣传图片和外
汇业务产品制作美篇通过微
信朋友圈、微信群进行转发，
开展线上宣传，丰富宣传形
式，进一步扩大诚信兴商宣传
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

(通讯员 戴梅林)

工工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
利利用用““一一分分乘乘车车””活活动动实实现现手手机机银银行行获获客客活活客客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积极
搭建线上营销场景，充分利用
中国银联在公交领域的设备、
通道及资源，开展工行手机银
行扫码支付一分钱优惠乘车
活动，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

除手机银行一分钱乘车
活动外，该行积极探索其他
合作方式，把三方绑卡支付
作为全行重点工作进行推
动，将总行支付宝随机立减
活动与公交乘车结合起来，
每期活动将公交公司作为合
作商户上报总行，一元乘车
费用立减后只需支付一分
钱，以此吸引客户支付宝绑
定工行卡积极性。

多渠道广宣传。一是联系

公交传媒公司，通过全市1300
余台公交车载LED屏发布工
行手机银行一分钱乘车优惠
活动，实现精准宣传；二是通
过该行微信、融e联公众号线
上宣传，通过网点LED、海报
机等网点资源进行补充宣传，
同时每期将所有活动以明白
纸方式下发全行，提升客户服
务能力；三是协调公交公司在
其公众号等平台上进行宣传，
扩大受众范围，提高活动效
果。

提供配套服务。该行已实
现在网点自助终端实现公交
卡充值功能，为市民提供便
利。

(通讯员 邢新超)

蓬蓬莱莱阁阁讲讲解解员员
在在全全国国名名楼楼讲讲解解员员大大赛赛中中豪豪取取五五连连冠冠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杨雯) 10
月12日晚，第六届“中国历史
文化名楼杯”讲解员大赛在江
西南昌落下帷幕，来自黄鹤
楼、岳阳楼、滕王阁等全国十
六个历史名楼的优秀讲解员
展开激烈角逐。最终，蓬莱阁
景区选送的张莹、迟傲雪两名
选手在风采展示、本楼讲解、
他楼命题讲解、知识问答四个
环节比赛中，凭借精湛的讲解
技巧、别具一格的表现方式和
高超的即兴应对能力，赢得了
专家评委的肯定，以第一、第
二名的骄人成绩包揽大赛一
等奖。同时，张莹还荣获最佳
讲解奖和最佳风采展示奖，迟
傲雪荣获最具潜质奖。至此，
蓬莱阁景区讲解员已经获得

“中国历史文化名楼杯”连续
五届讲解员大赛的一等奖，在
全国名楼界同仁面前实现了
一次又一次华丽绽放。

据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名楼杯”讲解员大赛是由中国
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
专业委员会主办，每两年举办
一届。

为达到促进各名楼讲解
员业务水平的提升，锻炼队
伍、提升素质的目的，每届比
赛都会结合实际讲解需求更
改比赛规则。此次比赛在“他
楼命题讲解”环节中加入了分
团型讲解，选手会提前抽取要
讲解的地点和对象，比如老年
团、研学团、政务团等，这对导
游员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
要求。而“差异化服务”一直是
蓬莱阁讲解员所秉持的服务
标准，在平时的讲解过程中，
她们会针对不同的游客提供
不同的讲解服务。所以在此项
环节中，来自蓬莱阁景区的两
位选手发挥稳定，从容应对，
针对各自抽取的团型转换讲
解风格，很好地诠释了名楼的
风采，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一
致认可。

特检快讯

助力“孝德文化节”
龙口特检获点赞

近期，龙口市第八届孝德
文化节暨第十九届中国烟台·
南山国际长寿文化节在南山
景区举办，烟台市特检院龙口

工作站全方位服务龙口市孝
德文化节，获得社会各界的点
赞和好评。

通讯员 王坤

严控生产体系
杜绝本源隐患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制造
监检中心检验人员对某企业
制造的4台灭菌器进行耐压试
验现场验证时，发现该试验过
程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存在设备焊缝漏检及现场安
全措施防护不到位等隐患，监
检员随即下达整改意见，有效
杜绝了一起设备隐患。

通讯员 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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