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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雷士照明、施耐德电气总经理 邵建华
当初选择雷士就和买房选融创一样，都是

选择品牌第一、品质第一和服务第一。雷士的
品牌和服务已经在烟台扎根22年了，做品牌
就是老百姓需求什么，我们就要做到什么。作
为融创这么大的地产品牌企业，它肯定有其独
特的优势，比如它的施工质量和物业服务都是
大家公认的，现在烟台人的生活水平都在提
高，买房不仅是为了居住，而是要求更安全、更
舒适，服务更到位。

芝罘区墨艺照明电器商行总经理 梁志勇
墨艺照明从2008年开始至今，见证了照

明产品从最初的节能照明光源到现在的LED
照明光源，更新换代快，光效、光色、光通量效果
更好。融创壹品不愧是行业TOP4的品牌大开
发商，时时处处让我体会到它的匠心精神。样
板间内搭配的光源，不光是外观设计，还是照
明效果，可以说在烟台市场上都是超预期的。
它采用五组灯设计，利用光效更好的磁吸轨道
灯、筒灯，使室内的环境光源更科学、更人性化。

烟台胶东金银龙地板城总经理 赵晓诺
2000年金银龙地板城成立，20年过去了，

地板城已从单纯的经营地板发展成主营地板、
瓷砖、珠宝、名酒、茶叶等复合型企业。融创壹
品的样板间施工特别细致，材料精密度非常
高，并且环保级别也是最高的。

人们都说细节决定成败，从营销中心样板间
的建筑工艺和人员服务就能看出融创壹品项目
的精工建筑和业主未来可以享受的A级物业服
务，我觉得融创壹品肯定会成功，肯定会大卖。

烟台佰强国盈智能遮阳窗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史柏国

我是从2005年开始做窗帘行业的，一直坚持
诚信为本为新老客户服务，如今我们公司如今经营
各种办公窗帘、酒店窗帘等适合各种场合的窗帘。
窗帘的历史很低调，但科技含量却越来越高。这是理
想人居的必然趋势。今天来到融创壹品营销中心，
发现他们选择的窗帘是木板业的材质，特别高档，
再加上颜色搭配特别舒服。融创壹品不管选材、设
计都是高端的，也是最适合烟台人居住的地方。

“百年烟台的骄傲——从城市变迁到理想人居生活”大型专题活动（三）

（融媒记者 丁宝杰）

五位大咖谈以人为本——专注行业、研磨细节

烟台天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盛祥酒店
总经理 于秀杰

烟台天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我们
一直坚持“以人为本 待客人如家人”的服务管理理念，
当我们用良心做事，选用最新鲜的食材，经厨师加工后
成为舌尖上的美味，让客人品尝时，就是我最幸福的时
刻。24年过去了，我们的酒店如今已经成为幸福片区烟
台人举办婚宴、生日宴和年夜饭的首选地。让我更加
坚信：好口碑一定离不开好服务。深耕餐饮业多年的
我相信融创物业也一定会给业主们提供如家人般的
服务，融创壹品也一定会成为烟台人买房置业的首选。

苹果还挂在树上，就有3个大客户争
着要代销；做展示的“烟薯25”，被客户一
抢而空。“原本只是来做展示，谁想到这么
火？”看着一天的成绩，栖霞市唐家泊镇肖
家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王鹏绩喜出
望外。

他们参加的是昨天上午在开发区万
行购物爱琴海购物公园举办的“外贸产品
进商场及新媒体直播活动”扶贫展销专场
活动。在9月“消费扶贫月”，我市各相关
部门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参与消费扶贫、购买扶贫产
品的良好氛围。

原本只做展示没想全都卖光

一直忙到上午10点，王鹏绩等三人还
没顾得上吃早饭。“平时展示的机会不多，
所以很珍惜这次机会，昨天下午来布展，
今天天不亮就开始摆放产品，希望消费者
能喜欢。”王鹏绩说。

栖霞市唐家泊镇肖家夼村有405人，
多为老龄人口；村里1200亩地全部为山
地和丘陵，属于“开三轮车上山都不敢坐”
的市级重点贫困村。2016年，肖家夼村成
立逍鴐夼果蔬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
一销售，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合作社还开
展苹果品种更新改良，每年更新200亩左
右，2019年底新品种已占80%左右。加
上市里多个部门的帮扶，肖家夼村实现了
脱贫。

傍晚，展销“战绩”出人意料：展示的
苹果订出去一百四五十箱，“烟薯25”展示

品也全被买光，大大超出众人意料。
现场展示的还有巫山、德州的多种扶

贫目录产品。在重庆神女农稷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的展位上，摆放着早上才从巫
山运来的腊肉、小木耳、老鹰茶等产品，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重庆的腊肉、腊肠别有风味，倍受烟
台市民欢迎。“从今天的展示情况能看出
来，烟台市民对重庆巫山的产品特别热
衷，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巫山的时令水
果，比如巫山恋橙、巫山脆李的推广和销
售。”重庆神女农稷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英华说。

福山区仙品果蔬专业合作社派出强
大阵容前来参展。合作社理事长刘丽丽
告诉记者，合作社在现场展示的主要是苹
果膳食纤维粉、桑葚膳食纤维粉和葡萄膳
食纤维粉以及梨膏等健康产品。“这些产
品的原料就是合作社农户的农产品，经过
科研院所的调配，进行深加工，提高了农
产品的附加值，让农户丰收又增收。同
时，还吸纳了高疃镇和福新街道的54户贫
困户，给他们提供了保障。”短短一个半小
时，就成交了两单，意向有40多个，让大家
深感意外。

我市以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一头
连着广阔市场，我市统筹各方面资源购买
消费扶贫产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
过程中。

在京东平台，我市推动中国特产·烟

台馆、中国特产·栖霞馆、中国特产·莱阳
馆和中国特产·栖霞扶贫馆上线，主要销
售大樱桃、苹果、烟薯25、西红柿等烟台特
色农产品。截至目前，特产馆和扶贫馆累
计线上销售扶贫区域产品450万元。

积极协调重点连锁商超和商贸流通
企业，采取基地到超市的“直采模式”，今
年线下采购莱阳、海阳等地的黄瓜、韭菜、
西红柿等特色农产品金额累计1130余万
元。引导招远永盛食品等农产品流通企
业与莱阳市西中荆前村（省级贫困村）、招
远市程家洼村（市级贫困村）建立产销关
系，拓宽当地农产品销售渠道，收购青梗
菜1000吨、小松菜750吨、菠菜200吨、土
豆1760吨、芥菜500吨，采购金额500余
万元。

在省内“6+6扶贫协作”上，引导振华
和家家悦等企业采购德州粮油等特色农

副产品354.5万元。引入德州扒鸡在烟台
开设店铺，销售德州产品112万元。众德
肥料（平原）有限公司针对德州扶贫区域
王庙镇、腰站镇及三塘乡开展“赠肥”工
作，每个乡镇已赠送2吨德新玉米肥配方
化肥，扶贫费用共计15800元,带动当地
农户增收致富。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推动烟台葛悠
农业和程果农业等商贸流通企业与巫山
柑亲佳农业、神女农稷等企业签订产销合
作协议，累计采购销售巫山柑橘、橙子等
产品500多万元，帮助重庆其他贫困区域
销售农产品1500多万元，解决了部分农
户的销售难题。推动烟台三嘉粉丝在巫
山投资设厂，吸纳就业350余人，实现出
口1800多万元。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徐晖 摄影报道

我市开展扶贫展销专场，助力脱贫攻坚

果还挂树上 买家已来抢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摄影报道）9月27日上午，“山海云约 悠
游牟平”牟平区文旅资源推介展示交流会
暨第三届农民丰收节盛大启幕。其中，位
于养马岛天马广场的农特产品展区别具
一格，牟平当地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吸
引游客驻足品尝交流。

玉米还有黑色的？牟平区龙泉镇北
岘村种植户李贤发带来的花青素黑玉米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从外表看上去，以为
是烤焦的玉米，嚼一口玉米粒，香脆可
口。李贤发说，他们村今年跟烟台双兴农
业公司合作，尝试种植了20亩黑玉米，亩
产800斤左右。虽然产量只有普通玉米
的七成，价格却是普通玉米的的4倍，一斤
能卖到6元。

“我国宋代就开始种植黑玉米了，花
青素黑玉米属于功能性杂粮，蛋白质含量
高，富含16种氨基酸，公司还开发了丹参
玉米茶、花青素茶，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烟台双兴农业总经理吴军介绍，今年的春
茬黑玉米主要销往北京和上海等地，下步
计划开拓烟台、青岛市场，增加种植面
积，让越来越多的人品尝到黑玉米。

记者在农产品展区看到，猕猴桃、不
老莓、火龙果、烟薯25等特色农产品，吸引
了游客驻足品尝。近年来，牟平区按照

“一镇一品、一村一业”的思路发展特色种
植，促进了集体、村民双丰收。

种植有特色，深加工也让人眼前一
亮。“樱桃果肉用来酿酒，樱桃核做枕头。”

烟台市田园大樱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
裕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武宁街道路西村
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年加工大樱桃保健养
生酒20吨以上。展台上摆放着大樱桃红
酒、白酒和白兰地，品一口酒香浓郁、回味
甘冽，颇受游客欢迎。

如果说樱桃酒打的是健康牌，那么现
场展出的石磨面粉，还多了一份怀旧情
怀。“石磨面粉，低速研磨，低温加工，营养
成本不被破坏，煮面汤色呈淡黄色，保留

了小麦的原汁原味。”粮芯石磨面粉加工
坊负责人贺禄禄忙着向游客介绍产品。

农产品种植、加工有创新，现代营销
也要跟得上。在电商展区，从牟平当地成
长起来的农业电商企业崭露头角。“我们
的‘牟农’花生油已经上了京东和淘宝平
台，您搜一下就看到了。”烟台恒邦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公司拥有专业
的运营团队，主要开展线上商品销售、产
品设计及店铺的整体运营等业务板块，正

在主推“牟农”品牌，为当地农产品拓宽线
上销售渠道。

文旅资源展示交流会和第三届农民
丰收节，集中展示牟平吃住行游购娱元
素，共设置了九大板块，包括旅游商品、
农特产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产品和电
商企业产品展示展销，牟平四季旅游线
路、精品民宿、A级景区、昆嵛田园文化节
展示营销以及牟平历史文化展览展示等
内容。

黑玉米打出“健康牌” 石磨面粉吹起“怀旧风”

农民丰收节上看牟平农业“新玩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了，那么普查人员什么时候开始入
户？广大市民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下面一一告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明确说明，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包
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
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这次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
普查登记采用普查员入户询问、当场填报，或由普查对象自主填

报等方式进行。
从10月11日开始人口普查入户摸底，10月31日结束，这个阶段

普查员要进行实地勘察，摸清每个区域住房的数量和具体位置，要到
住户家中，进行普查告知，询问登记方式，了解户内人员的大致情况。

人口普查登记从11月1日开始，持续到12月10日结束。届时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将佩戴统一的证件开展普查登记工作，普查员
上门时，您可以先确认普查员身份，然后配合普查员进行登记，普查
员要使用电子采集设备（PAD或智能手机）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并
联网实时上报。为保证登记内容更加准确，在普查员入户登记前，您
可以事先准备好户口簿、身份证以及房产证，提前了解外出家庭成员
的现住地址等信息，等待普查员上门登记。

如果您想选择自主填报，请在普查员上门摸底时向普查员说明，
由普查员提供自主填报的二维码和账号密码，您使用手机微信扫描
登录后就可以进行自主填报了。自主填报内容主要分为住户信息和
个人信息，您可以根据问题进行填写或选择答案，在填报过程中需注
意页面弹出的提示信息，以确保填报信息顺利提交。

当您在自主填报时遇到不懂或者拿捏不准的问题，请立即联系自
己所处区域的普查员进行询问。自主填报从10月11日开始，于11月
5日结束，如果没有按时完成，普查员将于11月6日再次入户登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查什么？

礼赞新时代，逐梦巾帼红。在国庆节来临之际，第二轮“巾帼红·大宣
讲”活动走进海阳、蓬莱、龙口、招远、莱州，由市妇联组建的全市百姓宣讲
员总队“巾帼红”宣讲支队和当地宣讲员一起深入企业、镇街、党校，为基
层妇联执委和妇女群众讲故事、讲情怀、讲人生，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激发起广大妇女心向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思想合力。

“我本弱女子，逆行为苍生。两张小纸条伴我出征、凯旋，见证了我的
战‘疫’之路，也见证了鲁鄂同心的血脉深情！”援鄂巾帼英雄不畏艰险、奋
勇出征的故事让观众泪湿双眼。

从技校的实训室、图书馆到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再到披荆斩棘站上
国际领奖台，身披国旗载誉而归，年轻姑娘“笛子”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历
程，展示了“小厨房，大舞台”的精彩，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从为了治病捉襟见肘、一家五口过年只有7块钱，到进入医保系统、
为困难群众的健康服务，从奋斗脱贫到成为一名扶贫干部，“二妮儿”是中
国梦的见证者，更是奋斗者，她的讲述让观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洗礼。

援鄂归来的医生吕慧和护师张星，把残疾人需求烙在心里的残联干
事杜丽艳，用真情温暖服刑人员子女的“彩虹妈妈”石霈，热心为农民维权
的调解员崔虹……不同的宣讲员、不同的故事，演绎的却是同样的感动。

“以前经常跟妇联合作搞活动，这次有机会深度了解妇联的工作，原
来你们做了这么多有意义的事。以后妇联有活动就找大姐，大姐一定把

‘娘家’的活儿干得漂漂亮亮……”作为宣讲活动主持人，崔虹大姐在与宣
讲员们的交流中深受鼓舞，成了“巾帼红”的铁杆粉丝。

讲故事、讲情怀、讲人生，是“巾帼红·大宣讲”的形式和初衷。一个个
真实感人的故事、一句句真诚质朴的话语、一个个掷地有声的承诺，催人
泪下、直抵人心。为了更接地气、更贴近妇女群众生活，“巾帼红·大宣讲”
活动特别采取“N+1模式”，除了6位“巾帼红”宣讲员和2位特邀百姓宣
讲员，市妇联专门从每个工作点推选1名妇联执委担任“乡土”宣讲员，身
边人讲身边事，既感染了自家姐妹，也感染了在场的宣讲员们。

“有一个梦想，是和美千万家，社会和谐安定才兴旺发达”“文明就在
你身边，家庭公约记周全。守法遵章知礼义，爱国爱党爱家园……”“我和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扬家国情
怀，也是“巾帼红·大宣讲”的重要任务。每到一处，宣讲员和当地妇女群
众一起诵读《家庭文明公约》，唱响《美在我家巾帼红》《我和我的祖国》，舞
动的红旗、嘹亮的歌声、灿烂的笑容，传递着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点亮文明幸福的“万家灯火”。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颜芙萱

“巾帼红·大宣讲”第二轮活动举办

巾帼故事传递最美情怀

本报讯（通讯员 张琳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9月25日至26日，
莱山区电工技能竞赛在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开赛。竞赛旨在推行劳动
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岗位技能提升，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乡村振兴和经略海洋战略提供强有力的高技能人
才支撑。

本次职业技能竞赛由莱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莱山区总工会
联合主办，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承办，共有10多家单位选拔的近40名
选手参赛。烟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精心组织安排、细致周到服务，全力保
障比赛顺利进行。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兴校、创新强校”的办学理
念，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培养适应文化旅游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累计为社会输送专业技术人
才7万余名。

莱山区电工技能竞赛开赛

参展商正在介绍扶贫产品。

种植户展示黑玉米。 大樱桃保健酒颇受游客欢迎。 向游客介绍石磨面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