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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关于烟

台南站餐饮项目的招商公告

一、招标人：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二、项目名称：济铁旅服
烟台南站餐饮招商

三、经营业态：餐饮
四、经营面积：150平方米
五、谈判方式：二轮报价、

综合评比
六、报名时间：2019年11月

26日-2019年12月4日，每日9:00
时至11:30时、14:30时至17:30到
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经营部二楼会议室报名。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马
路135号。

七、申请文件交纳截止时
间：2019年12月12日9:00

八、联系人：李先生(烟台
经营部) 电话：0535-2965299，
手机：15552255555

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
2019年11月26日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付一洲) 为
加快推动地方应急管理及安全
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全方位交
流和展示安全应急领域的先进
理念、产品和技术。11月28日-30
日，只楚园隆重举办首届应急
产业展览会，吸引和组织87家
安全应急领域知名企业和机构
共同参展。28日上午，应急产业
展览会在只楚园区易斯特隆重
开幕，展览会获得市、区两级多
个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

本届展览会以“共同参与，

安全有我”为主题，旨在搭建应
急产品和服务供求交流的平
台，促进应急产业发展，增强企
业和群众的安全意识。展会共
设置应急产品展销推广、安全
知识宣传以及应急人才专场招
聘等三个环节，包含美国3M、
杜邦、法国代尔塔、澳大利亚安
思尔、荷兰XVR以及雷克兰、洁
适比等国际大牌，还有中集安
防、同济大学企业数字化研究
中心、上海金汇航空救援等国
内知名企业，以及淼盾物联、达
润安全装备、致祥消防、巨祥消

防、致远汽车(消防车)、海龙智
能工程、烟台工业设计院、安本
咨询、蓝天救援以及FM89 . 8公
益救援队等本地知名企业和机
构共同参与。

展会现场，参观人员络绎
不绝，既有企业安全负责人，又
有普通市民。企业安全负责人
在3M、安思尔、XVR等展区，饶
有兴趣参观安全应急新科技、
新产品；市民最关心的产品是
家用小型灭火器、灭火毯和逃
生绳等家庭常备用品。本次展
会还引进安全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吸引年轻人在展位前咨询
洽谈；展会中还有公益救援队
伍，志愿者为展览会提供志愿
服务，社会组织以特有的优势
完善和补充了全链条应急体
系。

只楚位于烟台六区核心，
作为省级高科技园区和“山东
省专利园区”，产业基础雄厚，
拥有各类企业2000余家，其中
规模以上企业44家，涉及设备
制造、大数据、新材料、汽车智
能装备等诸多方面。应急产业
在只楚具有广阔的需求市场和

深远的发展空间，开放的只楚
诚邀参展参会客商以展会为平
台，深入开展多领域合作，同筑
产业发展之基，共同创造应急
产业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本届应急产业展览会是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
重要体现，应急产业展览会的举
办，为各种突发事件解决应急需
求，实现人防与技防的有机结
合，推动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
的高标准应急设备和产品向公
众靠近，显著增强了辖区的应急
能力和地方应急管理水平。

烟烟台台首首届届应应急急产产业业展展览览会会开开幕幕
为期三天，吸引了87家企业机构参展，搭建起应急产品交流平台

借借力力公公益益诉诉讼讼志志愿愿者者
蓬蓬莱莱检检察察院院打打出出生生态态保保护护组组合合拳拳

近日，蓬莱市人民检察院
以全省首支公益诉讼志愿者
队伍为抓手，打出了生态环境
司法保护组合拳。蓬莱市检察
院邀请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
蓬莱仙境爱心志愿者协会部
分志愿者开展“守护公益志愿
前行”海洋专题座谈会，通报
了蓬莱市当前公益诉讼工作
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
效。

今年5月，蓬莱检察院成
立了全省首支公益诉讼志愿

者队伍，为加大公益诉讼宣传
力度，蓬莱市检察院与蓬莱仙
境爱心志愿者协会联合制作
了《守护公益宣传手册》，多渠
道收集线索，严厉打击破坏海
洋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同
时，在蓬莱市检察院官方微信
推出【守护公益】专栏，定期推
送相关的公益诉讼案例分析
与解释，让更多群众了解公益
诉讼。目前，该专栏已发布7
期。

为提升公益诉讼办案成

效，蓬莱市检察院积极组织开
展公益诉讼志愿者培训，通过
座谈、授课等多种方式提升志
愿者发现问题、提供线索的能
力，用“检察蓝”守护“海洋蓝”。

据了解，蓬莱市检察院将
进一步加强与各行政机关和
社会公益团体的沟通交流，不
只海洋领域，在食品药品安
全、饮用水水资源保护等多领
域努力建设常态化沟通协调
机制。

(通讯员 袁丹 刘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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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烟台分行为进
一步发挥融e购电商优势，促
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助力扶贫
公益，以“11·11电商节”为契
机，在全行开展“品悦美好生
活，畅享多面鲸彩”主题营销
活动，11月8日至13日在线下开
展O2O活动，扩大融e购电商平
台影响力，提升融e购活跃个
人客户。

精心组织，全力备战。今
年双11线下活动，该行精选当
地一家经销米面粮油奶等综
合商品融e购商户进行合作，
所售商品贴合百姓刚需生活，
能吸引更多客户参与活动。该
行利用科技力量，编写电子券
生成二维码脚本，客户只需通
过APP扫码就可以直接领取

电子券，极大提高发券效率，
减轻营销人员工作量，提升户
体验度，有力促进O2O活动的
开展。

行内行外，共同发力。该
行充分利用总行电子券资源
做好O2O活动，在行内选取了
市区流量较大的营业网点参
加活动，提前让网点工作人员
了解活动内容，熟知操作流
程，指导到店客户下载使用融
e行和融e购领取电子券购买商
品。行外则在合作商户的20余
家线下门店同步开展活动，提
前整理本行客户及他行客户
下载、注册登录、激活电子券、
下单支付整体流程，对营业员
进行培训并让其自身体验，完
善购物流程，提要客户满意

度。
线上线下，广泛宣传。行

内筛选融e购畅销产品以及折
扣力度大的合作商户产品，将
产品海报在活动开始之前即
布放到位，将LED、叫号机、
ATM、网点视频全部变更成
融e购专题，让客户走进网点
即可全方位感受节日的气氛；
行外方面，在合作商户线下门
店发布融e购狂欢节图片及链
接；自媒体方面，通过微信公
众平台、融e联服务号对融e购
狂欢节攻略及优惠活动广泛
宣传；远程维护方面，通过群
发短信的方式，告知客户活动
爆发期间、满减优惠政策及积
分抵现。

(邢新超)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
开开展展高高校校校校外外基基地地培培养养合合作作

11月28日，记者从国网烟
台供电公司了解到，为了加
强人才培养，该公司与中国
农业大学开展研究生校外培
养基地合作，通过开展一系
列措施开展校企合作，培养
更多高技能专业人才，实现

“共赢”目标。
校企合作是学校培养高

技术人才、彰显办学特色的
重要途径，也是企业优化更
新知识结构、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 举 措 ，能 够 充 分 发 挥 学
校、企业各自优势，高效整
合教育培训资源，准确把握
企业用人需求和学校培养
方向，将学生放在真实工作
环境中学习实践，培养出一
批高素质、高技能的实用型
人才。中国农业大学是教育
部直属的全国知名重点高
校，国网烟台供电公司是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直属供电
企业，通过校企强强联合，
积极推进研究生实践基地
建设，必定能发挥出“1+ 1>
2”的人才培养优势。按照协
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建设
研究生培养实践示范基地，
培养对象为专业型硕士，采
取“学校导师+企业导师”双
导师机制，培养实用型的高
技术专业人才。

近年来，烟台供电公司
一直注重人才培养，每年通
过搭建师带徒、“大讲堂”专
业授课、创新课题研究等平

台，为后备人才、新员工提供
良好的学习机会，老辈人的
言传身教，让优秀技艺后继
有人。年轻人的改良创新，让
传统技艺焕发活力。紧密跟
踪青年员工成长规划，实行

“三年四段式”跟踪培养模
式，实施“入职培训、轮岗实
习 、定 岗 实 习 等 角 色 转
变——— 导师带徒、岗位培训、
大讲堂等培养锻炼——— QC
活动、课题研究、科技攻关等
创新实践”三年全方位进阶
式培养，持续推进公司队伍
建设，为公司全面争先发展
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依托

“创新工作室”，引导青年员
工积极参与科技攻关和课题
研 究 ，倡 导“ 干 中 学 、学 中
干”，发挥青年人才思维敏
捷、创造力强的优势，为专业
管理提供智力支撑。开展技
能竞赛、知识竞赛和专业普
调考等丰富多彩的业务比拼
活动，做到以赛促培、以考促
学。加大政策激励力度，激发
员工主动参加竞赛培训，自
觉提升业务技能水平。

下一步，烟台供电公司
将以校企合作为契机，充分
发挥出合作基地的桥梁纽带
作用，积极探索更深度的双
向合作，为高校学子走出校
门到企业学习实践提供服务
保障，积极探索聘请学校优
秀师资到企业为员工培训授
课，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能
力。

(通讯员 马学利 王星原)

近近年年来来，，烟烟台台电电梯梯定定期期检检验验率率在在9999%%以以上上
本报11月28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金鹏)
记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近年来，全市电梯的定期检
验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定期
检验一次性合格率在98%左右，
问题隐患按期整改率达到了
99%以上。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市
注册登记的各类电梯共37739
台，其中在用电梯33766台。全
市电梯保有量占全省电梯总量
的9 . 3%，居青岛、济南、潍坊之
后，列全省第四位。

按照县市区统计：全市电
梯拥有量较多的县市区分别
是：芝罘区7487台，开发区5468

台，龙口市4210台，莱山区4152
台，上述四个区市电梯拥有量
占全市电梯总量的半数以上，
达到了56 . 5%。

按照电梯使用年限统计：
全市使用年限在10年以上的在
用电梯共5227台。使用年限超
过15年的在用电梯共911台，其
中芝罘区最多为385台，其它依
次为开发区163台，莱山区107
台，龙口市62台，其它县市区数
量都在40台以下。

对电梯的安全监管，烟台
市场监管局主要采取行日常监
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两种方
式。其中学校、医院、车站、客运
码头、商场、体育场馆、展览馆、

酒店等公众聚集场所作为检查
重点，每年至少检查1次。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每年随机抽取一
定数量的电梯维保单位进行监
督检查。通过监督检查，力促电
梯使用单位、维保单位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及时消除问题和
隐患，保证电梯运行安全可靠。
近年来，全市电梯的定期检验
率始终保持在99%以上，定期检
验一次性合格率在98%左右，问
题隐患按期整改率达到了99%
以上。

近几年，群众对电梯问题
的投诉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从
电梯安全使用情况看，主要存
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电梯维

保单位维保质量差参不齐。电
梯运行是否安全可靠，日常维
护保养是关键。目前，在烟台市
开展电梯维保业务的单位共有
136家，其中烟台市电梯维保单
位84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少
数维保单位人员流动大，人员
力量不足，以低价进行维保竞
争，不按规定时间间隔和内容
要求认真细致进行维保，维保
质量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导
致电梯运行易发生故障，有的
安全隐患没有及时发现和消
除。另外，电梯使用单位安全管
理不到位，公众对电梯安全知
识了解不够，也是电梯投诉上
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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