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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文旅邀您“云”上过大年
发布七大系列150余项文旅活动，更有100万文旅惠民消费券等您来拿

“云”享100万文旅惠民消

费券

活动时间：2021年2月8日发
放，有效期至2月28日24:00。

活动内容：2021年2月8日，发
放总规模10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
券，助力芝罘仙境项目开街，以惠
民补贴促进新春佳节文旅消费。实
施消费满额抵顶，可应用于烟台市
域内支持支付宝支付的A级旅游景
区、旅行社、星级酒店、书店等。

“一城鲜美，一起过年”系

列直播活动

活动时间：1月20日(腊月初
八)-2月27日(正月十六)，共5期。

活动内容：依托“烟台文旅云”
平台，通过现场连线、直播探店、企
业代表现场带货等形式进行5场直
播活动。分别是：

1月20日(腊月初八)，美食品
鉴汇，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等8
家星级饭店+地方特色美食店进行

美食展示(观看精彩回放请搜索
“烟台文旅云”小程序)。

1月23日(腊月十一)，12家烟
台特产商家和非遗项目传承人代
表进行年货直播推介和在线销
售。

2月8日-9日(腊月二十七、二
十八)，芝罘仙境新地标探街打卡，
芝罘仙境项目开街仪式及探店打
卡直播。

2月22日(正月十一)，冬游新
玩法，温泉旅游区、滑雪场等冬游
特色景区直播推介。

2月27日(正月十六)，文化深
体验，杂货店、咖啡店、书店、画廊、
博物馆等慢休闲打卡地直播展示。

烟台市首届农民春晚

2月初，通过接地气的歌舞节
目，展示农民一年来劳动成果。

“中国梦·胶东情”烟台市

秧歌大赛复赛团队展示

2月中旬，展示秧歌大赛各区

市参加复赛团队的部分比赛视频。

云赏曲艺过大年

2月中旬，“烟台文旅云”平台
将集中展播2021新年音乐会、京剧

《烟台解放》、吕剧《社区书记》等音
乐、曲艺荟萃。

第二届烟台市民文化节

“美丽乡村”摄影展

2月中旬，精选“美丽乡村”摄
影优秀作品进行展示，呈现各区市
新农村建设的新变化、新面貌。

云上贺年文旅大集

2月中旬。本次大集携手全
市重点文旅企事业单位，推出景
区门票、饭店产品、文创产品等
在线订购产品以及丰富多彩的
线上文旅活动，满足市民游客年
节期间对文化和旅游产品的消
费需求。

广大市民可密切关注“烟台文
旅云”平台参加活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旅宣

记者从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新春佳节将至，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立足疫情防控新态势，
着眼激活年节文旅消费，推出“云”上过大年、动感炫新春、沐汤颐新岁、文旅贺年“惠”、团圆飨嘉肴、
展览贺新禧、书香阅新年七大系列150余项文旅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舒心、开心过大年。

留烟过新年
烟台市总工会送福利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
者 梁莹莹) 新春佳节临
近，烟台市总工会向全市职
工倡议“留烟过年”，对于每
一位坚守岗位的职工来说，
身处异乡阻不断对家乡的惦
念，无论在哪过年，有春联就
有年味。知名书法家现场挥
毫泼墨，春节对联私人定制，
广大职工只需留下自己的新

春祝福，精美对联免费包邮
送到家，赶紧来参与吧。

活动时间2021年1月25
日-2021年1月31日。参与方
式为关注烟台市总工会公众
号，在公众号文章下方留言
区留下你的新春祝福或愿
望。截止到1月31日20：00，点
赞最高的前100名网友将获
得工会对联大礼包。

烟台启动新中国成立前
老工人退休待遇调整工作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
者 杜晓丹 通讯员 王皓
亮 逄玮) 根据全省统一
部署，烟台市各级已正式启
动新中国成立前老工人退休
待遇调整工作，此次增发和
补发的退休待遇将于2021年
春节前发放到位。

调整人员范围是2019年
12月31日前已按原劳动人事
部劳人险〔1983〕3号文件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的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新中国成立前老工
人。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前参加
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
260元；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

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210
元。此次增加的待遇，作为计
发1至3个月生活补贴的基数。
这次增加待遇所需资金，参加
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
分别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中列支；未参加社会
统筹的，从原渠道解决。

此外，烟台市将从2021
年1月1日起，对符合条件的、
按有关政策规定按月领取生
活困难补助费的企业和机关
事业单位精简(减)退职人
员，适当增加生活困难补助
费标准。

烟台市区交通信号开启“寒假模式”
200多个信号灯将被适时调整，实现效率最大化

商圈、火车站周边片区

对进城车辆逐个路口管控分解压力

农历新年将至，各大商场将
纷纷推出促销活动，市民集中购
物将使三站市场、万达商圈、大
悦城、新都汇、烟大商圈等片区
车流量、人流量增大。同时，火车
站、汽车总站周边交通也将进入

“繁忙模式”。受疫情影响，整体

交通流较往年同期会有所减少，
但平峰期流量会明显高于平时。

届时，市区海港路、北马路、
南大街、西南河路、机场路、青年
路、清泉路等道路将会受到商圈
交通流的较大影响。对此，烟台
交警将对进城车辆逐个路口管

控分解压力，在各大商圈外围信
号灯采用“红波带”“分段积压”

“分时积压”的管控模式，优先放
行出城车辆，延缓进城车辆速
度，减少中心城区车辆聚集量，
实现高峰期城区商圈核心交通
组织不瘫痪、不失控。

学校周边片区

8处学校门前信号灯调整为黄闪模式

进入寒假，早晚高峰期没有
了接送上下学交通的压力，车流
量大大减少，学校周边道路普遍
顺畅了许多。烟台交警将把文化
路小学、凤凰台小学、龙海小学、
工人子女小学、世回尧中学、烟

大附中、文经学院、外国语学校8
处学校门前信号灯由红绿交替
模式调整为黄闪模式。

对于早高峰时段市区学校
周边的关键主路口，如港城东大
街-桐林路、青年南路-通姜路、

山海路-红旗中路、环山路-迎祥
路等，烟台交警将根据车流量变
化情况，优化信号放行时段，调
整信号灯的周期和各相位的绿
信比，减少车辆等待红灯的时
间，尽可能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市区重点路口

根据实时车流监测作出优化调整
烟台交警还将重点关注进

出烟台城区的相关重点路口，
包括只楚路-宫家岛路口、只楚
路-冰轮路、机场路-河滨西路、

港城西大街-英特尔大道、迎春
大街-广场南路、滨海东路-海
河西路、观海路-学院西路、轸
格庄收费站等路口，届时烟台

交警将加强上述路口的实时车
流的监测，根据实际交通需求
情况作出优化调整，保障进出
城区交通流的顺畅。

主干道路绿波带

进行新一轮的大带宽绿波调优

根据当前“打通穿城快车
道，实现干道大提速，打造市区
交通新干线”的城区大带宽绿
波带的建设目标要求，烟台交
警将在现有的机动车流量条
件下，加强市区重点主干路包
括港城西大街、港城东大街、
机场路、滨海路、观海路等25

条道路的绿波带效果的巡检，
在原有的效果基础上，进行新
一轮的大带宽绿波调优，并探
索人车需求分离模式在干道绿
波增效上的落地应用。

为保障市区信号配时优化
效果实时落地、常态化保持，烟
台交警将健全工作机制，强化

保障措施。每天早7点至晚7点
安排信控人员驻守交警指挥中
心信号控制岗位，对市区重点
路口、易堵区域，瓶颈点、段、事
故、突发性拥堵进行全时段、实

时、远程监测处置，从全局角度
出发，对交通信号配时进行动态
调配，实现效率最大化。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
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刘建
鹏) 记者从莱阳市公安局
获悉，临近年终岁末，莱阳市
公安局坚持打击与预防相结
合的工作理念，以路长制为
引领，创新巡防模式，形成打
击合力，瞄准侵财类违法犯
罪迅猛出击，全力挤压违法
犯罪空间，维护社会治安秩
序持续稳定。1月份以来，莱
阳公安抓获逃犯2名、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21名。

巡逻与宣传相结合。该
局结合工作实际，坚持巡逻
与宣传并举，双管齐下，扎实
推动打击工作。根据警情案
件情况，有针对性制定巡逻
方案，依托蚬河、龙门路两个
警务站，巡特警、交警联合，
以车巡、步巡为主，动态巡
逻，动中备勤，对易发盗窃案

的居民住宅、商铺、繁华商业

区科学设定巡逻路线，开展不

定时段巡逻，及时发现和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反诈中心针对

群众反电信诈骗意识薄弱的

情况，梳理近期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的发案特点，总结制定预

防措施，制作宣传手册和明白
纸，及时推送到派出所。派出
所民警利用辖区农村赶大集
的有利时机，挨家挨户散发
宣传材料，讲解揭秘违法犯
罪分子作案手段。

联防与联控相结合。该
局依托“百万警进千万家活
动”，积极运行警保联控、警
民联防工作机制，成立社区
治安巡逻队、村级治安巡逻
队、看门望锁队、联户联防

队、护厂护校队五支巡逻看
护队伍，从社区医生、出租车
司机、环卫工人、送餐员、快
递小哥、燃气安检员、水电
工、网吧管理员八个行业中
择优选择，组建平安志愿者
队伍，形成了以社区民警辅
警为基干的多元化力量体
系，在社区民警的带领下开
展巡逻工作，形成全时空、无
缝隙巡逻体系，从源头上联
动防范、有效化解各类风险
隐患，全力压缩违法犯罪分
子活动空间。整合治安巡逻、
护厂护校等巡逻看护队伍，
聘请老党员、老干部、老教
师、老军人、老治安志愿者建
立“五老”队伍，开展信息采
集、风险排查、纠纷调解等工
作，做到信息互通、力量互
动、工作互补，实现警务信息
资源最大化，全力压发案。

智能与打击相结合。聚
焦短板弱项，强化科技引领，
以数据分析研判精确指导，
支撑打防工作新要求。开发
了“路长制”指挥作战平台，
配合手机APP、350兆对讲、
执法记录仪、单兵定位系统
等手段，对街面巡防力量精
准定位、智能调度，对违法犯
罪线索及时推送查处，实现
了用警合理、指挥精准、处置
高效、督导有力，对需要进一
步侦查的案件，迅速流转进
入合成作战流程，视频采集、
综合研判、侦查抓捕等环环
相扣，推动案件快侦快破。1
月份以来，现场抓获逃犯2
名，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21
名。

莱阳公安创新巡防模式

全力挤压违法犯罪空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曹杰 李娜

春节临近，寒假伊始，烟台市区交通运行情况将发生较
大的变化，为适应近期交通流量的变化，进一步提高车辆的
通行效率，烟台交警将启动市区交通信号控制的“寒假模
式”，市区内的200多个信号灯将被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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