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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诺“重质量、讲诚信、树品牌”企业展示
红驼酒业集团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普利金窖藏
干红葡萄酒；普利金酿
酒师干红葡萄酒；红驼
马瑟兰甄选干红葡萄酒
商标：/
电话：4000789796

烟台卡特尔酒庄
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卡特尔·象映
成趣干红葡萄酒；卡特
尔·皇家骑士干红葡萄酒
商标：卡特尔
电话：13963817270

烟台圣斐堡葡萄
酿酒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圣斐堡赤霞
珠干红葡萄酒；圣斐
堡·臻典干红葡萄酒
商标：图案
电话：13053557086

山东龙大粮油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龙大
压榨一级花生油

商标：龙大
电话：6230879

15315355785

山东荣光实业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压榨一级花生

油；品品香优质东北大米

商标：荣光

电话：0631-7502568

烟台市牟平区昆嵛
春晶粮油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春晶

炒胚压榨花生油
商标：春晶
电话：13361303899

龙口市龙金花
植物油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鲜榨浓香

花生油；玉米胚芽油
商标：龙金花
电话：8860969

烟台明威海参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有机海参；

速冻调味海参

商标：明威海参

电话：4008119897

烟台品正海珍品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干海参；
即食海参；燕窝

商标：御参岛；
华参堂；邻家燕

电话：4779999

龙口市大新酿造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鲜味酱油；甜面
酱；清香醋；黄豆酱油
商标：大新
电话：8517306

8517601

烟台市大成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烤花生果；炸花生

仁；油炸花生；淮盐花生

商标：康乐娃；惠沃

电话：4712608

山东莱州大家乐
食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牛肉干香辣
味；牛肉干五香味；速
冻大黄米汤圆

商标：

电话：2210488

莱州金星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组合式
铝塑防伪瓶盖

商标：/
电话：2223242

13791253096

莱州市华丰
包装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食品包装用

内粘膜编织袋

商标：／

电话：2338200

山东烟台酿酒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烟台古酿浓

香型白酒

商标：烟台古酿；鱼光

电话：6532579

烟台好时光
葡萄酒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隆斐堡干红葡
萄酒；隆斐堡四星白兰地
商标：隆斐堡
电话：6729159

13906385602

烟台华夏大地
酒业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98赤霞珠

干红葡萄酒
商标：纳美酒庄
电话：5412138

13863885835

烟台南山庄园
葡萄酒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干红葡萄酒；

干白葡萄酒；白兰
地；起泡酒

商标：南山庄园
电话：2451577

烟台一塑包装
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食品塑料周转箱
商标：/
电话：6511121

烟台申悦降解塑料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商品零售包装袋

商标：/

电话：6617086

烟台君民纺织
服装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运动装

商标：瑞鹤仙

电话：7646018

烟台新华为
服饰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学生服

商标：新华为

电话：6391018

烟台市公交集团
有限公司加油站
（芝罘区大海阳路80号）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6257183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18506381190

莱州市金冠石油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2212202

海阳市鑫泰石油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17085349377

蓬莱
于家庄加油站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13905455049

烟台中兴成品油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6771876

18505356897

中国国际能源
烟台市亚中加油站

（高新区高级实验中学对面）

山东石化508站
（栖霞市臧家庄镇店子观村）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13791165278

栖霞市
哈鹿加油站
（恒峰站)
产品名称：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

商标：

电话：15587367797

北风寒人心暖，“雪窝”烟台有“暖窝”
烟台市救助管理站按下寒冬救助“加速键”

YMG全媒体记者 刘彦波 通讯员 隋永见 吴洪洋

为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安全
过冬，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向全
市市民、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
机、环卫工人等爱心人士倡议：

如您发现流浪乞讨人员或
露宿街头人员时，请您及时拨打
110 或各区市流浪乞讨救助管
理机构的热线电话，对突发疾病
人员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请拨
打120急救电话进行救治。

报警求助电话：110
医疗急救电话：120
烟 台 市 救 助 管 理 站 ：

6682129、6663129（负责芝罘
区、莱山区）

寒冬送温暖
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在行动

①

因备受大雪的青睐，烟台素有“雪
窝”之称。虽然瑞雪兆丰年，但也给无
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带来了麻烦，他
们要经受着天寒地冻的考验。入冬以
来的两场暴雪也在考验着咱们烟台市
救助管理站的爱心工作者们，他们在寒
风暴雪中寻觅救助着流浪乞讨人员，防
止他们冻死冻伤，尽最大努力把他们及
时接到市救助管理站，奉上热水热饭还
有暖暖的被窝。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救助管理站
“寒冬送温暖活动”自2012年开始，目
前已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0599人。

天寒地冻分头行动
确保温暖送得及时到位

近日，我市迎来极端寒潮天气和罕
见的暴风雪，气温屡创新低。1月6日

至8日市区最低气温低于-14℃。而
2020年12月28日夜间至31日，则出
现寒潮天气，有大范围降雪、强降温和
大风。烟台市民政局通过媒体、微信
公众号等向社会公布各区市救助热线
电话，征集救助线索。烟台市救助管
理站紧急召开关于应对寒潮天气做好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专题会议，
严格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御寒物资
储备，加强巡查小组人员力量，重点加
大夜间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区域的
巡查频度。

为将“寒冬送温暖”行动落到实处，
确保流浪乞讨人员被早发现、早报告、
早救助，烟台市救助管理站制定了具体
的“寒冬送温暖”实施方案，全站干部职
工由站领导带队，分6个街头巡视小
组，每4人为一组，每天以芝罘区南大
街为界，东到莱山区，西临开发区，重点
巡查主要路段、地下通道、涵洞和桥洞、

废弃房屋等流浪人员“安家”的偏僻死
角等，全面开展冬季大救助工作。

吃的用的全备好
筑牢寒冬救助“保温墙”

为应对罕见暴风雪，市救助管理站
早早就保养维护好了4辆救助车，防滑
链也均已安装到位。保暖衣物、食品和
防疫物资则分发给各街头巡查小组。
该站工作人员还加大了夜间以及降温
降雪寒潮天气等特殊时段的巡查次数
和救助力度。重点对车站、码头、城乡
接合部等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区域
和可能露宿区域进行排查。

2020年12月29日下午2点，市民
政局副局长王培杰带队开展救助巡查，
在巡查到大海阳路肯德基时，发现店旁
有一位疑似流浪乞讨人员，巡查小组的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为老人披上棉
衣并询问老人相关情况，热心劝导老人
到救助站接受救助，但老人说自己有饭
吃也有地方住不想给政府添麻烦。经
反复劝导老人仍然不愿意接受救助，工
作人员只能给老人留下了棉衣、棉鞋、
棉被等御寒衣物和食品。同时给肯德
基店员留下了救助联系卡。晚上7点，
夜间巡查小组第一站又赶到了大海阳
路的肯德基店来跟踪和探寻老人情况，
没有发现老人，经向肯德基店员了解
得知，老人下午已经离开，也未寻求帮
助，应该是自行回住处了。

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站入冬以来外
出巡视135次，排查流浪乞讨人员聚集
点92次，接回站内救助48人，劝导146
人，努力做到“发现一个，救助一个”，以
实际行动保障了流浪乞讨人员的生活
服务。记者了解到，寒冬送温暖活动自
2012 年开始，已累计救助困难群众

10599人。

发出倡议部门联动
无缝覆盖寻找流浪人员

为了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烟台市救
助管理站全部干部职工都出动了，但这
还远远不够。他们在身体力行参与救
助的同时，还织密寒冬救助网，发挥信
息技术支撑作用，通过媒体、微信公众
号等向社会公布各区市救助热线，向全
市市民、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环卫
工人等爱心人士倡议，与公安、卫生、环
卫、街道等部门联动；向火车站、船站、
汽车站、12个街道办146个社区居委会
发放救助联系卡；向德衡物业旗下300
多名环卫工人发放救助联系卡，确保流
浪乞讨人员在需要救助时，可第一时间
与救助站取得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