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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关于烟台站
YT-02、YT-03、YT-05、YT-07、
YT-13、YT-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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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站YT-02、YT-
03、YT-05、YT-13、YT-16场地招商

三、经营业态：YT-02招商业态为
饮品店，YT-03招商业态为单一品牌
专卖或餐饮，YT-05招商业态为中式
餐饮，YT-07招商业态为超市，YT-13
招商业态为单一品牌专卖，YT-16招
商业态为单一品牌专卖

四、经营面积：YT-02为40平方米，
YT-03为30平方米，YT-05为60平方米，
YT-07为277平方米，YT-13为32平方
米，YT-16为32平方米。

五、谈判方式：二轮报价、综合评
比

六、报名时间：2020年12月14日-
2020年12月22日，每日8:30时至11:30时、
14:00时至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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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9:00

八、联系人：刘女士(烟台经营部)
电话：0535-2965526手机：13181518382

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
2019年12月14日

邂逅雪后蓬莱阁

2020年第三场冬雪悄无声息地来了，蓬莱阁景区也迎来了冬日赏雪季。雪天相遇，恰如一场
浪漫地邂逅，美不胜收。精致典雅的汉服，红艳照人的斗篷，原来雪天和汉服的搭配竟如此美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王茜 朱恒亮 摄影报道

本报烟台12月14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李颖欣) 记者从烟
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该局
发布了2020年第二批建筑市场信用
管理“黑名单”。3家企业承建项目存
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5家企业拒不参加资质核查，被
列入“黑名单”。其中，建筑施工企业
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1家、建筑装饰
装修企业5家。主管部门将对上述企

业采取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取消评
先树优和限制受理资质资格申请、
升级等惩戒措施。

下步，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将继续加大建筑市场信用管理“红名
单”“黑名单”发布频次，丰富信用激
励和约束手段，进一步发挥信用管理
的作用，扩大信用管理的影响，持续
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为建筑业企业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信用氛围。

开展专题讲座

日前，为落实“三讲、四比、双带”活动要
求，烟台市特检院海阳工作站开展了一次针
对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安全联锁保护装置的专
题讲座，取得了很好效果。通讯员 金鹏

乘坐电梯时，要注意这些

烟台市特检院提醒广大市民:乘坐电梯
时，严禁在电梯内外拍、踢、撞击、倚靠、强扒
梯门和摇晃打闹；禁止在轿门和层门之间逗
留、用身体阻挡梯门；严禁超载使用电梯；勿
让学龄前儿童、高龄老人或无民事行为责任
能力的人员独自搭乘电梯。通讯员 金鹏

如何乘坐自动扶梯

烟台市特检院提醒广大市民:乘坐自动
扶梯前要系紧鞋带，留心松散、拖曳的服饰(例
如长裙、礼服等)，以防被梯级边缘、梳齿板、围
裙板或内盖板挂拽。请勿相互推挤。踏入自动
扶梯时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边缘，站在梯级
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内。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2020年第二批建筑市场信用管理“黑名单”发布

2020年烟台公交冰雪绕行预案出炉

69条线路适时绕行，27条线路适时停运
本报烟台12月14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柯然)
记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悉，

随着冬季到来，冰雪等恶劣天
气逐渐增多，市区部分存在坡
道、弯道的路段因冰雪路面，给
公交车通行带来困难。特别是
在市区城乡接合部等路段，因
无路灯或照明设施差、路边参
照物不明晰、路面积雪清理不
及时等原因，造成沿途公交线
路车辆无法安全运行。为保证
市民出行畅通乘车安全，烟台
公交制定冰雪绕行预案。

据悉，冰雪绕行预案共涉
及96条公交线路，其中69条线
路根据道路结冰情况适时绕
行，27条线路根据道路结冰情
况适时停运，其中17路将根据
气象部门预告信息，遇10级大
风停运。

截至12月14日8:00，烟台

26条公交线路停运，45条线路
临时绕行。停运线路分别为18
路区间、36路区间、55路西解区
间、107路区间、303路栾家区
间、305路、308路蔡家夼区间、
309路、309路文家、权家山区
间、310路巨甲、中甲庄区间、
311路、311路姜家夼、松林庄、
马蹄夼、上许家、岔夼区间、312
路陈庄、葛家庄区间、315路、
316路牛庄区间、318路、603路
区间、游2路、接驳10路。

45条线路临时绕行，执行
冰雪绕行预案，分别为3路、6
路、11路、12路、17路(方案一)、
42路、44路、45路、48路、49路、
50路、52路、55路、58路、59路、
73路、77路、78路、82路、102路、
105路、108路、203路、208路、
209路、211路(含区间，取消谭
家站点)、215路、216路、217路、
218路、219路、223路、306路、

312路、315路、523路、566路、
568路、569路、601路、603路、
605路、607路、608路、617路执
行冰雪绕行预案。

6条线路绕行预案临时调
整。15路绕行通林路、机场路，
16路绕行南大街、机场路、魁玉
路，21路、22路绕行红旗中路、
上夼西路，607路、617路临时绕
行通海路。

为保障公交车正常运营，
将在海滨小区场站、孙家滩场
站、北马路汽车站、修理公司等
点位设置应急保障联络点，为
公交车辆正常运行提供技术保
障。由于道路结冰情况无法准
确预测，公交线路绕行情况请
以公交集团实时通告信息为
准。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乘坐
公交时请您全程佩戴口罩，尽
量采用微信、支付宝、银联闪
付、市民卡等非现金方式支付。

绕 行 线 路

3路 6路 7路 11路 12路 17路
23LU 27路 29路 31路 31路区间 32路
33路 35路 37路 38路 42路 44路
45路 46路 48路 49路 50路 52路
53路 55路 58路 59路 61路 73路
76路 77路 78路 80路 82路 102路
105路 203路 208路 209路 210路 211路

211路区间 213路 215路 216路 217路 217路区间
218路 218路区间 219路 308路 313路 316路
523路 561路 562路 563路 566路 567路
568路 569路 603路 605路 607路 608路
617路 D8 D10

停 运 线 路

55路西解区间 107路（含区间） 303路栾家区间 305路（含区间）

308路区间 309路（含区间） 310路（含区间） 311路（含区间）

312路（含区间） 315路（含区间） 318路 601路区间

602路区间 603路区间 608路区间 游2
接驳6路 接驳10路 631路 632路
633路 635路 636路 651路
652路 653路 655路

传承百年辉煌 再谱时代华章
烟台山医院举办16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

本报烟台12月14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张国
杰) 斗转星移，百年济世；救死扶
伤，笃行致远。12月12日，烟台市烟
台山医院召开庆祝建院160周年学
术会议。烟台市政府副市长张代令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烟台山医院
党委书记于远臣在开幕式上致
辞、副院长常黎明主持开幕式。

百年风雨历程，百年沧桑巨
变。张代令副市长在讲话中指出，
黄海之滨、烟台山下，烟台山医院
承载着生命的重托和健康的使
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
一条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发展
道路，成为了一所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急救、康复于一体的
三级甲等医院，为全市人民提供
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
烟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留下
了守护人民健康的浓墨重彩，谱
写了创新跨越发展的华丽篇章。
当前，烟台正在深入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全面开展健康烟台建设。
希望烟台山医院抓住机遇，乘势
而上，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着力
加快技术创新、科研创新、服务创
新、管理创新，以名医带名科，以
名科铸名院，努力提升医院综合
竞争力，打造东部主城区医疗中
心，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快建
设健康烟台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致辞中，于远臣书记简要回
顾了医院的百年历史，介绍了医院
的发展现状。他指出，160年风雨历
程，一代代烟台山医院人不懈努
力，谱写了救死扶伤，践行革命人
道主义的华彩乐章。160年弹指一
瞬，医院从小到大，专业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要在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才梯
队建设、信息化建设、标准化建设
等方面狠下功夫，不断提高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继续坚守
护佑健康的初心、秉持开拓创新的
精神，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全生命周
期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

瘤医院院长于金明，中国工程院
院士、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张运等
专家、领导通过视频或其他方式
对烟台山医院建院160周年表示
祝贺；在当天的学术会议上，北
京医学会会长、中国医院协会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务
委员封国生，中山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副院长、广东省医疗安全协
会会长杨有业分别作了《DRGs
与医院精细化管理》《医疗质量
与医疗安全管理》的专题报告。

烟台市政府副秘书长李鹏
程，烟台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
任包信勇，烟台市医保局局长王

永秋，市直医疗机构负责人，县
市区医疗机构同道，各级媒体代
表及烟台山医院干部职工代表
近3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自11月起，烟台山医院举办
了近40场学术会议、“百年传仁
术，大爱铸医魂”主题征文以及职
工趣味运动会等多项活动庆祝建
院160周年，表达对医院的祝福，
汇聚起热爱医院、建设医院的磅
礴力量。

新时代、新百年，新起点、新
辉煌。烟台山医院将承载着百年
历史、传承着百年辉煌，在新时代
新征程上，阔步前行，行稳致远，
迎接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2020年烟台公交冰雪绕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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