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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至5日，烟台银行组织召开作风建
设推进暨企业文化理念研讨会，烟台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吴明理，党委副书记、行长王建
光，党委委员、监事长王建春出席会议，总行高
管、各分支行行长、总行各部室主要负责人参
加会议。本次会议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着
力于提升烟台银行作风建设质效，清晰企业文
化内涵，增强高层管理团队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4日上午，在万华化学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王剑波的陪同下，烟台银行领导干部一行参观

了万华工业园展厅，详细了解万华化学的发展

历程。随后赴万华大学，现场聆听了万华化学

经验介绍，深入了解其在党建工作、作风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先进经验，深刻体会万华人

艰苦奋斗、抢抓机遇、绝境逢生、奋力创新的

“万华精神”。中午，党员干部赴烟台城市党建

学院，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

历史图片展”，通过一幅幅生动的图片，更加直

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光荣而伟大的发展历程，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下午，

烟台银行领导干部分组召开了作风建设推进

座谈会，与会人员逐一交流了学习体会、作风

建设开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会议同时征集了分支行对总行部门作风建设

工作的意见建议。大家畅所欲言，相互借鉴，

更加明确了工作目标和方向。

会上，王建春传达了全市作风建设推进会
议精神，对烟台银行作风建设开展情况进行通
报，结合市委和行党委工作部署，要求下步作风
建设工作持续开展讨论和排查，在提升认识、检
视剖析上下功夫；深入开展调研和走访，在服务
基层、关爱员工上下功夫；精准开展整改和落
实，在求真务实、提升质效上下功夫。吴明理围
绕党建和作风建设强调了重点工作，要求坚持

党建引领，始终聚焦加快发展，真心实意转作
风，认真梳理解决各种问题，切实提升工作执行
力。强调始终坚持文化强行战略意识，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明确目标，振奋精神，切实加强企
业文化建设，打造具有时代精神和烟台银行特
色的企业文化，全方位提升核心竞争力。

5日，华夏基石公司专家介绍了烟台银行企
业文化建设项目实施背景、工作进程及主要改

进方向，并引导参会人员就核心问题展开研讨，
提出解决方案及改进措施。与会人员分组自由
讨论，在战略与愿景分析、银行业发展趋势分
析、标杆案例研究等基础上，提出烟台银行使命
愿景、核心价值观方案，并逐一展示研讨成果。
经过研讨、分析、提升，会议最终就烟台银行使
命愿景、核心价值观及其他理念达成初步共识。

王建光针对企业文化研讨情况总结讲话时表
示，这次会议是烟台银行成立以来，系统研究企业
文化建设工作的一次专题会议，是在烟台银行实
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明晰
了企业文化的内涵，坚定了工作信心，凝聚了全行
力量，为下一步做好企业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
础。烟台银行各单位要认真抓好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紧密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作风建设和企业文化
建设具体实施方案，将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转变
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努力开创烟台银行企业
文化建设新局面，为把烟台银行建设成为股东满
意、员工自豪、具有特色品牌优势的区域性商业银
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讯员 郄丽宁)

烟台银行召开作风建设推进暨企业文化理念研讨会
学党史 转作风 塑队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
讯员 贺芳芳 侯发全 摄影报道）近日，青岛
海关所属烟台海关综合业务二处信用管理
科科长邹强接到了一个报喜电话，电话来自
三立（烟台）车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德
伟。“由于通过了海关AEO认证，企业已经
顺利与一家国外知名汽车制造商签订了汽
车车灯长期供货合同，如愿拿到了订单，首
次成为这家车企供货商，开辟了一个新的国
外大客户。”孙德伟说。

三立（烟台）车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技
术创新、模具制造、设计开发、整体装配为一
体的车灯制造企业。近年来，凭借优良的品
质，已经占据了国内7成左右的市场份额，
但开拓国际市场的成效却不大，这也成为企
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大事。今年3月底，他们
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时，对方对他们各方面
条件都很满意，但却因为一个缺憾，差一点
错失进军国际高端市场的良机。“公司当时
还没有取得海关AEO资质，国外客户要求
他们，只有在限定期限内取得海关AEO资
质，才能签订供货合同。”孙德伟介绍说。

据了解，企业通过海关AEO认证后，可
以享受海关多项优惠管理措施，其中高级认
证企业除享受本国海关的通关便利外，还可
以享受互认国提供的便捷优惠措施，企业在
同类企业中竞争力可以明显增强。

烟台海关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了解到企业遇到的问题后，对照
海关认证标准，对该公司进行全方位认证评
估和精准培育，通过线上线下多次辅导，帮
助公司完善制度、推进落实，使其满足海关
认证企业标准要求。在该公司正式提出适
用认证企业管理申请后，烟台海关按照海关
一般认证企业标准的4大部分29项标准对

公司的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逐项进行审慎
评估。最终企业在国外客户限定的期限内
通过了海关的认证，取得海关一般认证企业
资质。这一资质帮助企业拿到了订单，开辟
了新的客户，国际市场份额也将进一步扩
大。

“我们之前从来没想到海关AEO还能

这么管用。”孙德伟说，今后企业将再接再
厉，争取早日取得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资质，
为企业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金字招牌”，争
取得到更多国外客户的信任。

“目前烟台海关辖区有280家AEO认
证企业。”邹强介绍，海关根据企业不同的信
用等级对其进行差别化管理，使AEO认证

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真正发挥政策优势，享受
到实实在在的通关便利，提升市场竞争力。
邹强表示，下一步海关还将进一步加大信用
管理宣传和企业认证培育力度，主动选取优
质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精准培育，督促和
帮助企业持续诚信守法、规范经营，为企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孙洪安）日前，记者从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该局始终站稳“为民办实事”落脚点，
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截至目前，已收到企业和群众送来的5
面感谢锦旗和3封表扬信。

立足民生，打造放心消费环境。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坚决将党史学习教育
融于市场监管实践活动，确定了12项
为民办实事重点事项，并建立月调度、
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机制，实行“蓝黄
红”通报。围绕群众关心关注和《问政
烟台》曝光的问题，组织开展民生领域
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在全市深入整
治农村假冒伪劣品、网络餐饮服务和
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用品等13个领域的
突出问题；围绕《问政山东》曝光的化
妆品问题，在全市组织开展“雷霆行
动”，立案查处29家违法经营业户，进
一步营造了安全放心的市场消费环
境。

线上线下同步检查，协调联动推进
工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全面
推进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目
前已完成了403家餐饮服务单位的打
造工作。并成立督导检查组采取“四
不两直”的方式，对全市15个区市开展
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推动66家农村食品批发经营者建

立监管台账。采取“互联网+网格化”
和线上、线下同步检查监管方式，在全
市组织开展餐饮具清洗消毒专项整
治，先后检查了26004家企业。在全市
范围内首批命名市级消费维权服务站
200 家，评出市级放心消费示范药店
350家。

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将为民办实事
融入日常。全局开展“节日我在岗”实践
活动，在清明节和劳动节放假期间，党员
带队深入各区市开展市场巡查和检查，
并公开曝光4起典型案例；组织党员干
部深入全市84家集贸市场，开展“党旗
飘扬在一线”实践活动，严格计量器具监
督管理，严厉打击缺斤少两、坑害消费者
等不法行为；启动“我为机构请专家，提
升质量送服务”活动，开设机动车检测能
力提升免费小课堂，有效规避机动车检
测机构在运营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组
织党员深入全市56家重点企业，协助企
业做好品牌建设和申报等工作。在发布
的“2021山东省重点行业品牌价值榜
单”中，我市上榜企业数和总价值均位居
全省第一位。

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立足
本职，不断创新载体，深入开展市场领域
的“铁拳”“雷霆”行动，着力打通市场监
管的“最后一公里”，全力维护群众利益，
以实际行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细
走实。

海关AEO招来大客户
烟台海关助力企业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金字招牌”

本报讯（通讯员 刘琳 YMG全媒体记
者 申吉忠 摄影报道）6月9日一大早，福山
区回里镇机关党支部的青年党员们三三两
两聚在一起，前往樱桃园帮果农抢收樱桃。

眼下正值大樱桃集中成熟期，“樱桃采
收”成了福山区回里镇机关党支部的青年党
员们服务项目的“大热门”。

“成熟的大樱桃最怕天公不作美，一遇
降雨天气，容易裂口，卖不上价钱。眼看大
雨将至，我们想着帮助果农抢抢‘鲜’，减少
雨水带来的损失，果农们高兴，我们也履行
了作为党员的责任。”党员刘琳表示。

在采摘前，大家仔细听取了果农的采摘
经验，以便更迅速、高效地完成大樱桃抢收
工作。青年党员们默契配合、埋头苦干，经
过2个小时的奋战，共采摘大樱桃100余公
斤，打赢了一场漂亮的“雨前抢鲜”战。

“樱桃采收”仅仅是镇村党员履职践诺
的一个缩影。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开展过程中，福山区回里镇全体党员积极
发挥先锋作用，在为群众做实事、做好事的
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身份意识、责任意识，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生
动实践。

“走，摘樱桃去！”
福山区回里镇机关党支部的青年党员们帮果农抢收樱桃

在全市组织开展“雷霆行动”
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晋 通讯员 曲永静）用
镜头定格烟台百年革命先烈、
英雄劳模风采，用光影捕捉烟
台百年征程路、担当使命历史
瞬间。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
部、烟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
主办，烟台市摄影家协会和烟
台美术博物馆联合承办的烟
台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风采与辉煌”摄影
展昨日举行开幕式。

展览从全市征集的3200

余件作品中，精选110件主题
鲜明、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
作品进行展出。旨在重温胶
东儿女这段英勇卓绝的革命
奋斗史，回望烟台人民波澜壮
阔的创业发展史，感受百年巨
变的烟台精美华章。

此次展览以时间为脉
络，从不同视角和维度系统
回顾了烟台市党组织的奋斗
发展史、成长壮大史，集中诠
释了烟台人民“党旗心中留，
永远跟党走”的丰富思想内
涵。

“风采与辉煌”摄影展
昨日开幕

本报讯（通讯员 余颜名
姜哲 摄影报道）6 月 8日下
午，烟台市牟平区金融服务中
心组织全体党员参观海阳地
雷战红色教育基地，缅怀革命
先烈、接受红色教育。

走进地雷战纪念馆，看着
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听着一
个个生动的战斗故事，重温着
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的革命场
景，那硝烟弥漫的岁月仿佛扑
面而来。纵览历史画卷，大家
深刻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面

前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战胜
不了的敌人。

每一次对红色历史的“追
寻”，都应成为传承与发扬的
起点。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
部，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史，铭
记初心是不忘我们来时的路，
担当使命是走好我们明天的
路。我们有信心也有责任把
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
党的经验传承好、发挥好，创
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刘晋）“学史铭心庆百年，
红色金融耀烟台——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
金融钱币文化展”今天将在烟
台市博物馆开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由烟台市文化和
旅游局、中国人民银行烟台
市中心支行联合主办，烟台
市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学
会、烟台市钱币学会联合承
办的红色金融钱币文化展，
将通过红色金融的发展历程
回顾党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

进的光辉历程。
展览围绕红色金融发展

和钱币文化，以“北海银行在
胶东”红色金融史料为重点，
采取史料、钱币实物和图文
板相结合的方式，再现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从
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
程。展览还将展出与重大历
史题材、故事和人物等有关
的贵金属币、一至五套人民
币、纪念币、纪念钞等，多视
角、多纬度展现钱币的独特
魅力以及其中承载的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红色金融钱币文化展
今日开幕

缅怀革命先烈
接受红色教育

牟平区金融服务中心组织全体党员
参观海阳地雷战纪念馆

采摘樱桃采摘樱桃。。

参观海阳地雷战红色教育基地参观海阳地雷战红色教育基地。。

烟台海关关员在企业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