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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B02 城事

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色工地”引领攻坚突破

如何“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兴企
业、企业兴旺强党建”？如何通过党建工作与
企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提升服务发展、服务
群众的“双服务”水平？如何践行企业责任回
馈社会？上述答案成为莱阳建业建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始终坚守的信念。

近年来，莱阳建业集团坚持用开放的视
野、统筹的理念、融合的思维，精心打造“红
色工地”，成为莱阳市首家通过ISO9001质
量体系认证的施工企业，企业文化建设成果
斐然：荣获山东省“守合同重信誉企业”“烟
台市建筑行业20强企业”“莱阳市明星企业”
等殊荣。

建业集团从创建伊始，就坚持党建引
领企业发展的理念，用党建文化先行促进
管理、规范行为，为企业铸魂、为员工立范。
该集团的“红色工地”，设立了党员活动室，
配备了党报党刊及党建知识宣传手册，定
期组织党员开展学习教育。此外，还建有

“职工之家”体育馆，内设“党建文化墙”“企

业文化墙”，以及篮球、羽毛球、图书馆等场
地。旨在通过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文化展
示，让广大职工在潜移默化中了解、融入党
建工作。

除了大力推进“红色工地”建设外，建业
集团奉行“宁愿利润降低点，也不失去信誉；
宁愿工程少干点，也不降低标准；宁愿成本
增加点，也不降低质量；宁愿资金多投点，也
不忽略安全”的企业理念，参与建设了文峰
学校、莱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莱阳商厦、青荣
城际莱阳站站前广场、昌山路精品街等一大
批精品项目,开发建设了龙昌学府、南海佳
苑、梨花佳苑等楼盘。其中，荣获山东省建筑
类最高奖“泰山杯”5个，各类优质工程、优质
结构奖百余个，各类工程合格率均为100%。

随着党建引领企业发展理念的深入，其
成效进一步转化为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引
擎力量，实现了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
振。

(高蕾 柴菁)

公 告
烟台市牟平区原石滩二期

22、23、25、26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阳光置业有限公司的

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大
窑镇高尔夫路7号原石滩二期22、
23、2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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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30日至2020年6月8日在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镇高尔夫路6
号21号楼(售楼处)公示栏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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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

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0年5月29日

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张
菁) 动漫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大
众文化形式，以其形式多样、造型
灵活、幽默风趣，深受当代年轻人
的喜欢。蓬莱是闻名中外的“人间
仙境”“八仙过海的地方”，其八仙
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
部分，具有深厚的底蕴和神话色
彩。将蓬莱八仙文化与动漫艺术
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为
了使八仙形象能够更加深入人
心，体现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
价值、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蓬莱
市文化和旅游局特举办“创客蓬
莱”蓬莱八仙动漫形象设计暨“蓬
莱吉祥物”征集设计大赛活动，大
赛正在火热报名中，报名时间截
止到6月22日，让我们打开脑洞，
大玩一场。

本活动由蓬莱市文化和旅游
局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
办，面向全世界动画及游戏创作
人、广告及文化影视类企业、工作
室、创意团队、大学生等开展，参
选者以八仙为题材进行创作，古
代、现代、未来自由穿越，天马行
空、激发想象，故事内容及画风不
限，自由发挥。

对于本活动中颇具特色的作
品以及在动漫界颇具影响力的团
队和人物，我们将利用各媒体优
势资源开设专题集中采访报道，
活动还设置了金奖、银奖、铜奖以
及网络人气奖等诸多奖项，奖金

最高达5000元，令人心动。
想要报名的朋友们，需要仔

细阅读以下参赛作品要求：

1 .动漫类：

(1)以八仙形象为题材创作
动漫类平面作品，表现形式不限，
可用二维或者三维来表现。纵向
或横向排版不限。内容完整、契合
主题。

(2)也可以八仙形象为题材
原创微信表情包专辑(动态和静
态)，充分考虑微信用户的聊天场
景，表情应生动有趣，尽可能用绘
画和动画来表达，内容不含敏感
话题和广告内容，不能违反《微信
表情开放平台表情审核标准》。表
情专辑可以是8个表情一组、16个
表情一组或者是24个表情一组。

(3)可电脑绘制或手绘绘制，
投稿作品一律提交电子稿件，手
绘作品必须扫描成清晰的电子版
文件上交。文件规格为：JPG格
式、分辨率为300dpi、画幅尺寸不
小于A4尺寸(横竖版均可)。

(4)内容页不少于8页，作品
封面、扉页、目录、封底的数量不
包括在内。

需要注意的是，参赛的手绘
作品需扫描到电脑，以电子版的
形式提交。个人或团队可提交两
份或以上作品，但作品类别需不
同。如果提交的作品都有名次，以
最高的为准颁发奖项，其余作品

只具有名次无奖项颁发。

2 .吉祥物类：

(1)吉祥物应充分彰显蓬莱
地域文化特色，以“弘扬传统文
化，讲好蓬莱故事”为主题，通过
深入挖掘、传承和弘扬蓬莱特色
地域文化，营造“人间仙境、美酒
之乡、休闲天堂”的浓厚氛围，成
为游客喜闻乐见、老少皆宜的蓬
莱文化旅游特色宣传符号。

(2)要求设计吉祥物的形象
积极向上，寓意深刻，亲切独特，
名字通俗易记，造型简洁大方明
快，易于识别、记忆和传播，并易
于制作。

(3)设计方案须交彩色稿、黑
白稿各一份，纸张为A4规格，图
案用电脑和手绘制均可。

如果您已心动，或想更加具
体了解本次活动，都可拨打电话
13105294905同张女士咨询，所有
参赛作品请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
945359810@qq.com。

打开脑洞设计八仙，等你来报名
蓬莱八仙动漫形象设计暨“蓬莱吉祥物”征集设计大赛火热报名中

5月30日上午，烟台开发区志愿服务授旗仪式暨“守护海岸线”志愿服务活动在开发区金沙滩举行。烟台
八角海事处作为主要参加部门之一，在活动现场宣讲水上交通安全知识，提高全民水上安全意识，助力烟台
市创城“六连冠”。

海事青年结合近年来在开发区金沙滩水域发生的具体搜救案例，分析了事故发生原因，介绍了水上遇险
情处置方法、防溺水应急措施和安全乘船注意事项，并邀请学生志愿者体验了救生衣的穿戴。整个宣讲过程
生动有趣、互动频繁，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与家长参与，赢得广泛点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威宁 周洪洋 摄影报道

开发区扎实做好医保扶贫工作

为贫困人口办理“两病”138人次

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李世
波) 2020年是脱贫攻坚年。医疗保障工作事关民生，
是百姓关注的重点，全力推进医保扶贫各项政策落到
实处，将温暖送到贫困群众身边，是烟台开发区社保
中心疫情期间在扶贫路上走出的踏实一步。

2020年3月底到4月，烟台开发区人社局到村入户
宣讲医疗保险政策，并组织医疗专家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现场办理糖尿病、高血压等“两病”，累计为贫困
人口办理“两病”138人次。

为解决贫困人口中精神障碍类患者未住院进行
过系统治疗，依据现有政策文件，无法申请慢性病的
问题，2020年5月14日组织烟台市肺科医院医疗专家，
现场对精神障碍类患者进行现场评估、甄别病情，并
根据情况确定其应该享受的慢性病类别，为其办理慢
性病。共为1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现场办理了甲类或
乙类精神障碍类慢性病。

电力业务指尖办 下载安装有福利
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开展“网上国网”抽奖活动

5月28日，国网烟台供电公
司开展第一期“网上国网”抽奖
活动，从注册绑定的“网上活
动”用户中，随机抽取104名幸
运用户获得电费红包，1名幸运
用户获得华为P40手机，活动邀
请了烟台媒体记者作为监督
员，并全程摄像确保活动公平
有效。

自2019年9月“网上国网”
在山东省正式上线运行以来，
烟台供电公司将其作为“简化
获得电力”的重要支撑平台，
向客户普及推广使用。尤其是
疫情防控期间，烟台供电公司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出“抗
疫情、保供电、为人民”一系列
护航举措，为实现“不见面”办
业务，“网上国网”迅速调整，
面向不同客户群体上线支撑
功能。居民客户可以线上交电
费、查余额、查日用电量、更名
过户等，企业客户可以进行复
工复产用能分析，开具电子发

票，容量变更等业务。新能源
客户可以查询光伏账单，监测
发电量，电动汽车用户可以找
桩充电。同时，“网上国网”App
为客户提供优惠政策、优惠活
动查询。

本次抽奖活动是烟台供电
公司策划开展的主题为“你用
电，我免单”推广运营活动，旨
在进一步提升“网上国网”在客
户中的知晓度，引导用电客户
使用“网上国网”实现“网上办
电”。按照活动规则，本次活动
从5月1日至5月24日注册绑定
的“网上活动”用户中，共抽取
了104名幸运用户。

下一步，烟台供电公司还
将继续开展抽奖活动，客户只
要在6月1日至21日期间，通过

“网上国网”单笔交电费50元以
上，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为
6月电费免单、50元电费红包、
10元电费红包。

(通讯员 马学利 张丽萍)

““海海上上救救生生””

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聂建民)
记者从海阳市场监管局获悉，
近日，公安部部署在全国开展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随
着“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
开展，近期部分省市地区的摩
托车、电动车市场出现头盔货
源紧张、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
为维护好海阳市市场价格秩
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海
阳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
快速出击，开展摩托车、电动车
头盔市场价格专项检查。

5月28日，海阳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艾玛等5家
电动车销售经营单位和批发
市场部分销售业户进行检查
和价格提醒告诫，重点检查近
期头盔进货情况、库存情况、
进销价格变化情况、明码标价
情况等。

检查中，执法人员提醒告
诫经营者规范自身价格行为，
自觉遵守价格法律法规，依法
诚信经营，不得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不得囤积居奇，不得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并下发

《价格提醒告诫书》。从初步检
查情况看，海阳市电动自行车
头盔市场普遍存在货源紧缺的
情况，进货价格也普遍上涨，由
于目前仍有前期部分存量，头
盔销售价格较为平稳。

接下来，海阳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加大头盔价格检查力
度，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维护市
场价格秩序。

“目前摩托车头盔是有国
家标准的，实行强制性产品认
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3C认
证。但电动自行车头盔目前没
有国家标准，多数是按企业标
准生产的。”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说。

海阳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
消费者：消费者购买头盔请主
动向商家索取小票并保留好，
同时保存好支付凭证。如遇消
费纠纷或发现商家哄抬物价，
可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投
诉。

海阳电动自行车头盔售价平稳
市场监管局提醒：购买注意留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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