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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提档升级实现华丽转身，助力创业带动就业，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需求，聚力打造莱山夜间经济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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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浓
浓烟火气，传递战“疫”信心，带来发
展希望。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
城市的烟火气越来越浓，再度提档升
级的烟大小吃街实现凤凰涅槃、华丽
转身，为这烟火气再添一把柴。

7月11日，面积近10000平方
米、投资近2000万元的烟大小吃街
将盛装启幕。这是助力创业带动就
业的现实举措，小吃街规划摊位
200 余个，提供就业岗位 1100 余
个，为实现“六保”“六稳”任务作出
应有贡献。这是满足市民多样化、
个性化需求的全新突破，主办方走
访全国40多座城市，引进200多种
各地风味小吃，以良好环境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这是聚力打造莱山夜
间经济新地标的有力支撑，坚持差
异化、特色化发展定位，与烟大商圈
各商业综合体形成良性互动，共同
带火区域夜间经济。

烟大小吃街再度“凤凰涅槃”

大小新闻直播间“搬”进烟台市新政务服务中心

“视频版”办事指南来了
今年6月29日，位于莱山区银海路

46号的烟台市新政务服务中心正式投
入使用，这座服务型政府新地标的正式
运营，也标志着烟台市民正式告别了芝
罘区的“老中心”。新政务服务中心到
底“新”在哪？它的功能和职能到底有
什么变化？本期大小新闻直播间“搬”
进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请市民跟着摄
像机一探究竟。

13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已进驻

走进烟台市新政务服务中心，第一
个感受就是“宽敞”。新中心的建筑总
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地上5层，包括政
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党群服务和配
套办公四部分，地下3层，主要是餐厅、
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相比旧中心，我们的新中心大厅
的面积更大了，建筑面积约六万平方
米，停车位有2900个，市民朋友们来办
事更加方便了。”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盛丽元告诉记者，目前，整个中心共
进驻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1300余项，
进驻部门办事服务大厅7个，服务窗口
289个，工作人员680余人。除涉密事
项及对场所有特殊要求的事项，做到了
应进必进，在更大领域实现了“一门集
中、功能集成”。

为了方便市民高效流畅地办理相
关业务，大厅还设置了综合政务、综合
警务、公积金、社保等十个窗口服务功
能区，此外，还设置了咨询导服、金融
服务等六个公共服务区，窗口业务办
理也更加精准化，一对一为市民办理
相关业务。

新政务服务中心更“智能”

“公安综合服务区可以办理治安类、
交警类等50余项公安的政务服务事项，
除了人工窗口之外，群众还可以通过自

助服务设备体验到便捷的自助服务。”市
公安局行政许可处的谷宁告诉记者，自
助服务区配有自助体检、自助处理违章、
自助办理身份证等智能化设备，市民只
要通过阅读设备上的使用指南进行操作
就可以轻松办理相关业务。

新政务服务中心的“智能”还体现
在很多方面。

新中心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大
量的智能化设备，充分运用了“互联网+
政务服务”，实现了“一网通办”、服务账
号漫游、3D智能导引等功能，让市民足
不出户实现“网上办，掌上办”，让智能
化服务真正走进市民的生活。

整个大厅办事环境温馨舒适，增加
了母婴室、饮水机等基础设备设施。一
层大厅东西两侧还设置了24小时自助
服务区，不仅可以为市民提供自助打印
证件、网上申报等服务，还配备了舒适

的座椅，为前来办事的市民们提供了休
息区。

市民体验“高效政务”

在一个服务窗口，记者遇到了前来
办理就业备案相关业务的王女士，她告诉
记者，这是她第一次来到新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业务，最大的感觉就是特别省事、快
捷，不但环境好，办理流程也很顺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厅管
理办公室主任翟同胜告诉记者，目前，
人社服务大厅把审批服务业务全部纳
入了新的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一窗受理
和网办业务的推广，提高了办事效率，
带给市民“一站式”的便捷和高效。

此外，为服务保障市级重点项目，
市政务服务中心还创新绿色通道服务

机制，专门设立了绿色通道管理办公
室，对重点项目实行特事特办、急事快
办，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高效、便捷、流畅是市民对新政务服
务中心评价的关键词，一流的设备、快捷
的绿色通道、人性化的服务和智慧化的
服务都获得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新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市委、市政府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
境而设立的综合性政务服务窗口，为市
民们提供了更加精简、便捷的办事流
程。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方便
群众办事，烟台永远
在路上。

（请扫描二维码
收看本期“大小新闻
直播间”相关视频）

YMG 全媒体实
习记者 张洁

很多人都是无辣不欢，所以辣
椒是我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材，辣
椒的品种很多，吃法也很多，今天小
编给大家带来一道经典川菜——泡
椒碎碎肉。爱吃辣的朋友赶紧跟着
小编一起看看这道泡椒碎碎肉的做
法吧。

碎碎肉是什么呢？碎碎肉就是
猪骨头上的肉，一般是脊骨上的肉，
将骨头炖好以后，将肉撕下来炒着
吃，很嫩很香，比回锅肉更嫩，比里
脊更有嚼头，里面还有很多筋，非常
好吃。

泡椒碎碎肉的做法
原料：碎碎肉、泡椒、泡姜、尖

椒、干花椒、郫县豆瓣、白糖、味精
做法：
1、将脊骨煮好，撕下骨头上的肉；
2、锅中放入油，大火加热，待油

七成热后，放入干花椒、泡姜片、泡
椒丝，炒出红油和香味；

3、大火炒3分钟左右；
4、加入郫县豆瓣、糖翻炒均匀；
5、然后加入碎碎肉炒均匀；
6、放入绿色的尖椒，调入味精

即可。
今天带来的是经典川菜泡椒碎

碎肉的详细做法和流程，爱吃辣的
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道美食哦。

小编提醒大家在做这道菜的时
候一定要记得肉要煮得烂一点，这样
吃起来更美味。
另外，这道菜虽然
是美味，但一定不
要贪多了，毕竟辣
椒吃多了是会上
火的哦。
来源：大小新闻

泡椒碎碎肉这样做
爱吃辣的你一定不要错过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
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
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
翠减红衰愁杀人。——李商隐

夏日，在绿叶丛中,一枝枝荷
花亭亭玉立,像娇羞的少女,满脸
绯红,微微含笑。近日，烟台拍客

“人在旅途”在东山宾馆拍摄了一
组关于荷花的美图，让我们来欣
赏一下。作者：拍客“人在旅途”

来源：大小新闻旅游频道

惟有绿荷红菡萏
卷舒开合任天真

市民在小吃街上品尝美食。

助力创业带动就业——
提供就业岗位1100余个

提起烟大小吃街，能勾起很多人的
美好回忆。

2001年，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烟台
大学、山东工商学院的师生和周边居
民，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办事处埠岚社区
把自然形成的小吃街进行了规划，安排
到了夜市入口处，烟大小吃街的规模越
来越大，街上售卖食品、商品的种类也
越来越多，前来品尝小吃的顾客络绎不
绝，繁华无二，甚至不少毕业学生探望
母校时必来打卡。

夜市上的小吃卫生问题成为了埠
岚社区的重点督查方向，为给烟大、山
东工商学院师生把好食品安全质量关，
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契机，2013年埠
岚社区重新选址，投资150万元，打造
了一条正规、整洁及统一管理的小吃
街，并正式命名为“烟大小吃一条街”。

经过6年多的经营，烟大小吃街的
设备已经老化陈旧。为了更好地服务
周边居民，埠岚社区两委从2019年4月
份到2019年10月份，走访了全国40多
座城市，并重新选址近10000平方米，
投资近2000万元，让烟大小吃街再度
涅槃重生。

“黄师傅风味小酥饼”的老板黄大
哥，是烟大小吃一条街的老摊主了。
在他看来，烟大小吃一条街早已成为
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本是黑龙江
人的他旅游来到烟台，在感受到烟台
优美的环境和烟台市民的热情好客之
后，他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
——举家搬迁到烟台。

为了谋生，黄大哥先是在烟大市
场摆摊，后来又搬到烟大小吃一条
街。每天天不亮他就得起床，从早上
六点开始和面、摊饼到晚上十点半收
摊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大哥
每天大半的时间都在烟大小吃街度
过，自然而然地对小吃街滋生出了浓
厚的归属感。

满足多样化需求——
引进200多种各地风味小吃

皮薄馅满的锅贴，香甜可口的糖炒
板栗，口感软糯的车轮饼……在烟大小
吃一条街，花样繁多的小吃吸引着各地

“吃货”流连忘返，烟大小吃一条街俨然已
经成为游客到烟台的重要打卡地之一。

最先挑逗埠岚人舌尖的小吃，是西
安肉夹馍。因为女儿在烟台大学上学，
一对来自西安的夫妇便将家安顿在这
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同时与他们一起
来的还有一道特色美食——西安肉夹
馍。刚出炉的脆馍夹着香喷喷的肉馅，
咬上一口，外酥里嫩，肥而不腻，入口即
化。让吃惯了咸鱼片片的埠岚人连连
称赞。现如今，“肉夹馍”成了烙在老一
辈埠岚人和毕业多年的烟大学子们心
中难以忘怀的记忆。除了西安肉夹馍，
落户在此的还有河南鸡蛋灌饼、天津豆
腐脑、羊肉泡馍、陕西拉皮……

埠岚社区一直坚持“守信”经营，严
格进行食品安全抽检，让学生、游客、美
食爱好者们吃得放心，吃得舒心。为了
配合烟大小吃街的改造，从前期调研开
始，埠岚社区组织人员到成都、郑州、西
安等地学习先进经验，引进200多种小
吃，如今的商业管理团队，更是鸟枪换
炮，小吃街从形象到理念，从配料供应
到卫生保洁，从文化打造到理念先行
……由内而外地发生了变化。

在传承老小吃街“诚信经营”的基
础上，新小吃街加入了时代的元素，更
新潮、更前卫，或台式、或港式、或传统、
或现代，各式各样的特色小吃，总有一
款能满足你的味蕾。这些小吃，吃的是
味道，感受到的是情怀，烟大小吃街承
载的是莘莘学子对家的思念，对母校的
记忆，对烟台这座城市的热爱。

推动消费升级——
聚力打造夜间经济新地标

烟大商圈，是烟台知名的夜间经济
打卡地。

伴随市民消费的不断升级换代，烟

大商圈已经不是烟大的专属了，已经成
为莱山乃至整个城区的一个重要休闲
好去处，而烟大小吃街，则是这个商
圈点睛的一部分。

如今，烟大小吃街窗明几
净，但烟火味仍在，味道还
是那个味道，该煎的还
煎，该炸的还炸，辅料
有配送，主料有监
管，卫生有人清，
服务更贴心。

围 绕 做
好“夜购”文
章 ，黄 海
路 街 道
注重发
挥烟大
商 圈
的 核
心
优
势，
开
展
特
色
经
营，
发
挥
烟
大 小
吃街、
上 市
里 、万
象 城 步
行街和烟
大 农 贸 市
场、渔人码头
周边的龙头带
动作用，初步形
成了水果蔬菜、小
商品、日用百货、服
装鞋帽等多种经营类
别的夜间购物综合服务
平台。据介绍，烟大商圈共
有各种规模的商家2000余户，
囊括上市里、保利Mall、新世界百
货、祥隆国际生活馆等商业综合体项
目，形成错位发展的全产业链三产服
务业发展格局。

扫码学做美食

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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