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新闻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编辑：钟建军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7月1 3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拙一) 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
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规范全
市机动车检测市场价格行为，
加强对检测线取消政府定价政
策的跟踪督查，引导汽车检测
机构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7月13日，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市机
动车检测行业严厉打击非法中
介规范价格行为”会议，部署开
展机动车检测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严厉打击无照代办检测业务
的非法中介，切断非法中介的
利益链，加强对机动车检测机
构价格行为的监管，制止机动
车检测市场价格虚高、虚标现
象。

会议强调，全市机动车检测
机构要依法经营，不得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价格，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不
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不得达成垄断协议，不得对汽车
检测价格固定或者变更、限制提

供汽车检测服务项目，不得分割
某一区域内汽车检测市场等。否
则，市场监管部门将按照《反垄断
法》，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十
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要严格执
行价格法规，公示内容要与实际
相符，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或加
价收取任何费用。

下一步，烟台市市场监管局
将集中开展机动车检测市场专
项整治行动，严查机动车检测市
场存在的各类违法行为。强化市
场监管，严厉查处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串通
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强化检测
收费公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
反价格法、反垄断法等违法行
为。要严格执行《无证无照经营
查处办法》，对无照代理车检业
务的非法中介进行严厉打击。对
明知属于无照经营而为非法中
介提供经营场所，或者提供运
输、保管、仓储等条件的机动车
检测机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记入信用记录，并依法予以公
示。

对机动车检测机构开展“双
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严厉打
击各种虚假、违规检验行为，对
于不能保持资质认定条件，不再
具备相应检验能力的机构，立即
责令停止经营，督促整改或注销
相应的检验资质。处理结果将向
社会公开，对典型案例将在新闻
媒体公开曝光。要采取日常监管
和集中查处相结合、综合治理和
重点打击相结合的手段，对机动
车检测市场存在的各类违法行
为加强打击。

烟台开展机动车检测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严打代办检测业务的非法中介

全域联动 产业融合 品牌叫响

蓬莱市跻身全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报烟台7月13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赵鑫) 13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蓬莱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近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
山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
蓬莱作为烟台市唯一一个入选
的县市级，成功跻身其中。这标
志着蓬莱市全域旅游发展步入
新的高质量发展时期，走在全
省前列。

据了解，近年来，蓬莱市凭
借得天独厚的自然和文化旅游
资源，致力于优化产业布局、丰
富要素供给、提升品牌效应，推
动全域旅游向纵深发展。目前，
全市共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
个，A级景区10个，其中5A级1
个，4A级3个，国家森林公园1
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5个。先
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知名
品牌创建示范区”“国家蓝色旅
游示范基地”等称号。2019年全
市接待游客1202 . 96万人次，综
合收入145 . 92亿元。

全域谋划产业布局。将全市
1500多平方公里的陆域和海域
作为一个旅游整体打造，北部滨
海板块突出“仙阁海”特色、中部
丘山谷板块突出“酒湖马”特色、
南部艾山板块突出“山林泉”特
色，着力构建“山海呼应、城乡交
融、全域覆盖”的全域旅游发展
格局。将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
产业，制定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意
见。编制《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以
及旅游产品开发、公共服务和营
销推广等三个配套专项规划，实
现旅游与其它相关产业规划相
融合。

全平台构筑服务网络。实
现综合交通“快进”“漫游”，机
场、动车、高速、港口串联海陆
空大交通；艾山旅游观光通道，
打通北部滨海、中部葡萄酒、南
部康养板块；建立蓬长“双管双
控”机制，实现岛外停、岛内游。
实施旅游厕所革命，4个4A级以
上景区全部建设第三卫生间。
全省县级市率先建设智慧旅游
大数据中心，搭建旅游管理与
综合服务平台。

全要素丰富产品供给。核
心要素引领带动，蓬莱阁、三仙
山、八仙过海、海洋极地世界、
君顶酒庄等发挥核心品牌示范
效应，提升了市场占位。配套要
素品质提升，戚继光故里、宝龙
海上仙街、鼎峰悦动港湾成为
地标性历史文化和商业街区；
11家星级饭店、3个文化主题饭
店、10个度假酒店、20余家精品
民宿，满足游客个性化住宿体
验；故里小剧场、“仙缘·蓬莱”
水舞灯光秀等提供丰富多彩的
休闲娱乐项目。产业要素融合
发展，“旅游+葡萄酒”“旅游+农
业”“旅游+工业”“旅游+文化”

“旅游+体育”等加快了旅游与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

全力塑造品牌形象。联合
开展城市形象推广，集中打造

“人间仙境、美酒之乡、休闲天
堂”的城市品牌；针对性开展目
的地营销，成立蓬莱全域旅游
营销联盟，选定重要客源市场
发行“全域旅游一卡通”；创新
性开展新媒体营销，打造旅游
城市的“网红效应”。

蓬莱阁景区带着温度服务
为商户最大程度减负

本报烟台7月13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慕云鹏) 近
日，蓬莱阁景区收到一份感谢信，
来信中范女士讲述了她作为一名
蓬莱阁景区内的经营商户，景区
给她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经了解，因受疫情影响，范女
士店铺内的商品略有积压，计划
增加货架用于摆放商品，但是范
女士身单力薄，犯愁不知该去哪
里购买展架，对搬运、安装产生的
费用也犯愁，没想到景区稽查科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工
作人员，免费为其提供了四组1 . 2
米长的五层展示架，并逐一组装，
将商品归置到位。一系列服务不
仅省去了范女士自行购买的费
用，也省去了雇人搬运、找人安装
一系列事情。范女士表示：“本来
今年受疫情影响，感觉生意难做，
没想到景区到处为我们着想，实
打实为我们商户减负了！”

疫情防控伊始，蓬莱阁景区通
过组建微信群等方式，第一时间将
防控消杀等防护知识传达到各经
营商户。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又迅
速制定了《商户返岗经营工作流
程》《日常经营情况摸排及体温监
测档案表》，积极组织商户复工复
业。景区还采用“线上传达、线下落
实”的方式，切实做好日常各商户
的防护消杀工作，并按照上级政策
要求，对受疫情影响的商户开展退
租、返租，保证各项扶持政策及时落
实。为拓宽商户销售渠道，景区借助
6月13日蓬莱阁庙会暨“文化遗产
日”契机，鼓励商户入驻现场展示摊
位，并免收摊位租金，让“减负+助
销”的实惠落实到每一个商户。

今后，蓬莱阁景区将继续坚
持细致化与精细化的经营管理模
式，在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的同
时，也最大程度减轻经营者的负
担，为他们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中国人寿荣获“值得托付人寿保险机构”奖

日前，经济观察报发起
“2019-2020年度值得托付资产
管理高峰论坛”在线直播活动。
在该论坛上，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
寿”)荣获“值得托付人寿保险机
构”奖项。

经济观察报此次发起的
“值得托付”系列论坛活动，
以“大资管、大数据、大健康”
为主题，通过搭建投资者与
企业交融互通的平台，挖掘
金融资本在产业转型升级中
的无限潜力，以金融为媒，共
谋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
发展。论坛活动还从资产管
理人水平、风险控制、投资收
益确定性、资金安全性等多
方维度审核，评选出值得托
付的机构及优秀的行业领军
者，推动金融保险行业有序、
健康发展。

作为国内寿险行业的龙头
企业，中国人寿以悠久的历史、
雄厚的实力、专业领先的竞争
优势及世界知名的品牌赢得了
客户的信赖，始终占据国内寿
险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被誉为
中国保险业的“中流砥柱”。中
国人寿在寿险行业始终保持显
著的竞争优势，保费收入持续

保持市场领先。公司拥有强大
的产品研发与创新能力，不断
丰富保险产品和服务内涵。公
司投资运作高度专业化，是国
内大型机构投资者之一，并通
过控股的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成为中国领先的保险资
产管理者。2019年，中国人寿投
资资产达人民币35749 . 28亿
元，较2018年底增长15 . 1%。公
司持续加强资产负债管理，不
断优化资产配置策略，2019年
实现较好的投资收益。公司积
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等先进技术为保险全价值链
赋能，持续推进以客户为中心
的保险销售模式升级，不断深
化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金融
保险服务。同时，公司积极优化
全链条服务流程，加速“一个客
户、一个国寿”平台建设，加快
运营服务向集约化、智能化、生
态化转型升级，初步建立“保险
+”生态圈，全面满足客户在人
身保险领域的保险保障和财务
管理需求。截至2019年末，中国
人寿拥有约3 . 03亿份有效的长
期个人和团体人寿保险单、年
金合同及长期健康险保单，为5
亿多客户提供了保险服务。

中国人寿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将继续秉持“诚实守
信、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依
托覆盖全国城乡的服务网络和
近200万销售人员，致力于搭建
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的客户
服务体系，运用科技手段为大
众提供便捷的保险服务，使公
司成为客户身边值得托付的寿
险服务商。

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关于烟

台站YT-02号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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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站YT-02号场地

三、经营业态：单一品牌
轻餐饮

四、谈判方式：二轮报价、
综合评比

五、面积：40平方米
六、合同年限：5年
七、报名时间：2020年7月

13日-2020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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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申请文件交纳截止时
间：2020年7月29日9:00

九、联系人：李先生(烟台
经营部)电话：0535-2965599,手
机：15552255555

精准配合 企业点赞

近日，烟台海德专用汽车有
限公司，对烟台市特检院气瓶检
验负责人杜树元同志，表达了深
切的谢意。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是烟台特检院服务宗旨，能将气
瓶顺利检验完毕，是各部门多方
联动、精准配合的结果。

(通讯员 金鹏)

坚守岗位，为企业排忧解难

一边是客户的殷切需要，一
边是耗时耗力的检验过程，面对
这一现状该怎么办？干不干答案
是肯定的———“干！”烟台市特检
院的检验员每一步都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高效率、高标准为客户排
忧解难，营造了坚守岗位、任劳任
怨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芝罘区21部文艺作品获奖

本报烟台7月13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赵海燕) 7月
1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烟台芝罘区委宣传部获悉，近日，
烟台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文
艺作品(第一批)评选结果出炉，
芝罘区选送的歌曲《又见春来》、
中国画《火神山建设者》、剪纸《千
里驰援 鲁鄂同心》等21部作品
在评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五个，
二等奖四个，三等奖九个，优秀奖
三个。

今年年初，芝罘区委宣传部
与区文联、区文旅局联合组织发
动各行业各领域的专业艺术人才

和文艺爱好者投入到战“疫”主题
文艺创作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积极响应。

在征集的1200余件(部)作品
中，芝罘区挑选了百余部作品在网
络进行了18期专题推广，推荐了35
部作品参加了“烟台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优秀文艺作品评选”。

这些作品主题突出、构思独
特，有的用文字或镜头记录防疫
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有的用画
笔倾注激荡人心的力量，还有的
以音符、舞蹈谱写感天动地的生
命赞歌，展现了芝罘人民团结一
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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