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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享团圆 张裕解百纳解锁家宴新滋味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对于

忙碌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个难得团圆、欢聚

的日子。在花好月圆、亲人齐聚之际，当然

少不了一桌温馨家乡菜、一杯团圆美酒，与

家人共享美好而温馨的时刻。

家宴百搭之选 配出“团圆”新滋味

烟台有一句老话，叫“要待吃好饭，围

着福山转”，这里说的福山就是现在烟台的

福山区。烟台是鲁菜的发源地，也是驰名

中外的“烹饪之乡”，其菜品以蒸煎扒炒、炸

熘烤焖见长，用料极为广泛。烟台菜常见

的传统名肴有100多种，主要有熘黄菜、糟

熘鱼片、雪花丸子、清炒腰花、熘大肠、炸蛎

黄、浮油鸡片、氽双脆、氽五丝、全家福等

等。在中秋这样重要的节日里，烟台人的

家宴上肯定少不了各种地道的烟台菜。

有了好菜，当然得备上好酒。烟台菜

的种类繁多，所以选酒得选百搭的，这样才

好配菜。要说“好酒”跟“百搭”，完美展现

烟台风土特色的张裕解百纳无疑是首选。

烟台菜以鲜咸脆嫩、原汁原味为主要风味

特色，配上张裕解百纳，可以使菜品口感更

佳、风味更好。以熘大肠为例，这道菜酸、

甜、香、咸、鲜五味俱全，搭配果香浓郁的张

裕解百纳，可以让两者的酸味和甜味很好

地融合，而酒里适量的单宁，则可以让大肠

口感更佳。再比如油爆双脆，这道菜最大

的特色就是香鲜脆嫩且口感不重，搭配单

宁柔顺的张裕解百纳，可以激发食材的鲜

味，为菜肴增色添香。再如葱烧海参这样

的经典佳肴，张裕解百纳也能非常好地切

割海参的腥味。

畅销全球30国的“盲品冠军”

张裕解百纳诞生于1931年，是中国第

一瓶干红葡萄酒，早在1937年就有出口

新加坡、南洋群岛和檀香山的记载，是备

受海内外认可的主流选择。据中国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周景良发表的《我的

父亲和酒》描述：“记得在上世纪四十年

代，约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父亲

发现张裕公司售出的酒有解百纳和雷司

令，认为很好，大为高兴，买了许多瓶在家

里喝(还有一种酒名叫大宛香，我已印象不

清，不记得是干红或干白了)。”周景良先生

的父亲，即中国北方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

人物周叔弢，张裕解百纳的认可度与知名

度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历经九代传承的张裕解百纳更

是以卓越的品质拿下了“全球葡萄酒盲品

赛”冠军。2020 年，在由全球权威媒体

Drinks Business举办的“全球葡萄酒盲

品赛”上，张裕解百纳一举打败了法国木桐

嘉棣、西班牙桃乐丝、美国嘉露家族庄园、

智利干露红魔鬼、阿根廷风之语酒庄、法国

香奈、意大利康堤、美国蒙大维木桥、德国

黑塔酒庄等一众世界著名的畅销品牌，问

鼎冠军。

“我们品尝了13款来自世界各地最知

名、最畅销的葡萄酒，我给张裕解百纳打了

最高分。”世界葡萄酒大师(MW)Patrick

Schmitt MW表示：“张裕解百纳拥有馥

郁且纯净的水果香气，饱满多汁，令人愉

悦，是一款非常有竞争力的酒。”

常任英国皇室御用酒商BBR资深买

手的世界葡萄酒大师Simon Field MW

同样表示：“我给来自中国的张裕解百纳

打了很高分，这款酒很有深度，且有很好

的香气及集中度，这是今天其他酒所难以

见到的。”

目前，张裕解百纳凭借冠军品质，不

仅进入了欧洲5000多家卖场销售，还畅

销至全球30个国家，成为飘香世界的“中

国味道”。

中秋将至，再忙也要与亲人吃顿好

的。佳肴相伴，美酒助兴，才能不负这美

好月光。 （记者 孙文琦）

“托关系，找朋友，不如有个好信用。”
日前拿到4万元贷款的栖霞市杨础镇果农
老林激动不已，“这下扩大果园规模不差钱
了！”老杨的经历，仅是烟台着力加强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利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助
推农户获得更加便捷金融服务的一个缩
影。

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始终
坚持“守信激励，信用惠民便企”理念，以
构建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为重点，
以数据归集为基础，以平台建设为支撑，
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惠民便企为抓手，以主
体权益保障为红线，上下联动，多方发力，
全力打造“信用烟台”城市名片。

全面归集信用信息数据
约7亿条

“数据是基础，应用是方向，红榜要激
励，黑榜需慎用。”这是烟台推进信用体系
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烟台市加强水电

气、纳税、社保等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力度，
提升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服务支撑能力，支
持金融机构掌握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加
强信用信息归集。目前，烟台市已全面归
集市场主体和自然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社保、纳税、水电气等领域信用信息数据约
7亿条。

同时，印发《烟台市公共信用信息“三
清单”》、研究编制《烟台市公共信用信息目
录》和《失信惩戒措施清单》，进一步明确信
用信息范围，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完善
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提高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为烟台市城乡居民
贷款80.71亿元

“3分钟申请、1秒钟到账、0人工干预，无
抵押、免担保。”这是为信用良好的农户实行
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310”模式。

作为创新金融惠农项目，该模式利

用阿里巴巴大数据科技手段助推农户获
得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自主申请、无抵
押、无担保、无人工参与，3分钟放款，可
以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借助阿里
大数据平台，通过整合人社局、财政局、
农业局三方数据信息，小农户信用信息
征集和评价体系更趋完善。截至今年4
月，累计为烟台市城乡居民贷款已达
80.71亿元。

全国“信易贷”平台推出后，烟台专题
召开“信易贷”推进工作座谈会，印发《关
于深入开展“信易贷”支持中小微企业融
资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我市推进市
级“信易贷”平台建设，推动市场主体、银
行入驻，实现企业和银行无缝对接，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各
类审批、财政性资金使用、招标投标等领
域加强信用结果应用，增强守信企业获
得感，提高失信企业违约成本。截至目
前，全市 38家银行机构入驻国家“信易
贷”平台，成功授信139亿元。

率先开展
“信用修复攻坚月”活动

我市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信用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信用“稳外贸”“信用
修复攻坚月”等重大活动，启动烟台市信用
积分——“灯塔分”，成立烟台市信用协会，
千方百计解决市场主体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竭尽全力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免费为163家重点外贸企业提供中英
文对照版信用报告，积极发挥信用“国际市
场通行证”作用，免费为个人和市场主体提
供公共信用报告查询和打印。

我市还探索在全国率先开展“信用修复
攻坚月”活动，线上利用全国首创的“失信修复
风险预警系统”，线下组织15区市集中开展活
动，全面提升烟台营商环境竞争力。通过“信
用修复攻坚月”等信用服务活动，为1703家
失信企业实施“信用修复”，降低企业信用风
险，提高企业竞争力。（YMG全媒体记者）

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接“信易贷”，信用体系建设助
力实体经济发展——

良好信用引来“金融活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潘晓芸 方圆 沈超）仅仅用了1
分钟，证书便“秒审”通过拿到手。近
日，在海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烟台枫
林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申请当即拿到
了一票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

证件办理的提速得益于海阳海关
持续服务举措，从“签证无纸化”到“零
接触”申办原产地证书服务，海阳海关
电子申报及自助打印，证书全流程线上
办理，实现智能化“秒审”的惊人效率。

今年以来，海阳推行行政审批事项
“互联网+海关”办理方式，落实“不见面
审批、备案”制度，实施“预约通关”服
务，进一步简化业务流程，确保当地特
色农产品出口通关“零延时”。对手册
设立、变更、核销等10余项日常业务实
行网上无纸化申报，从“只跑一次”变为

“一次不跑”，进一步精简和规范加工贸
易作业手续，内销征税、外发加工、深加
工结转等业务由多次申报改为一次申
报。截至目前，海阳海关共签发出口至
RCEP成员国原产地证书139份，签证
金额8500余万元，为企业减免关税约
570万元。

“针对企业在商品归类、单耗申
报、随附单证等环节存在差错率高的

‘痛点’，我们推行‘一次性告知、一次性
更正’，推动产品贸易实现国际国内同
步提升。”据海阳海关综合业务科赵超
介绍，今年以来，对12单更换运输工具
或航次的出口报关单，海关指派业务骨
干主动对接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特事
特办。针对受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恶化影响，海阳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外贸
订单量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企业库存与
资金周转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海阳海
关成立加贸帮扶小分队，深入电子、水
产、化工等10余家企业开展调研，现场
指导解决出口企业转内销遇到的税费
压力、价格差异和销售困境等难题，支
持企业生产“同线同标同质”产品，助推
加工贸易企业出口转内销，力保企业产
业链、供应链畅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通讯员 孙小琨）仅用2天时间成立“先锋
招工工作队”，招来176名生产工人解决外
企用工荒难题，为重点外资企业6小时完
成核酸检测8400余例……记者昨天从市
商务局获悉，我市始终以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目标，全力打造
外商投资全流程、精准化、一站式服务体
系，推动外商投资实现突破发展。1-7月，
烟台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41家，同比增长
13.7%，全市实际使用外资14.2亿美元，同
比增长53.8%，其中实际使用日韩资1.1亿
美元，同比增长162.1%。

外商服务大使“保姆式”服务

将1152名掌握外资政策、具有涉外企
业经营知识、沟通协调能力突出的人员作
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大使，覆盖全市所有
外资企业，这是我市为外资企业服务的

“新配方”。
外商服务大使制度构建起市、区、镇街

(经济园区)三级联动、条块结合、协同推进
的工作格局。所有服务大使均采取“一对
一”或“一对多”匹配等方式，通过“经常+长
效”的服务模式，建立完善的企业服务信息
管理机制，实时掌握外资企业的新动向、新
诉求，有的放矢做好支持企业发展、鼓励企
业增资、开展以商招商等相关工作。

今年以来，全市1152名外商投资企业
服务大使，围绕人才供给、政务服务、生产
经营、惠企政策等各类问题提供服务200
余件。通过深化“保姆式”服务，截至7月
份，全市增资项目76个，增长55.1%，合同
外资9.3亿美元，增长24.9%。

快速审批机制亮出“烟台速度”

快速审批机制提高办事效率。我市
推动自贸区在全国首创“四书合一、三一
审批、一链办理”项目审批新模式，“四书
合一”即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与节能社会

稳定风险分析、水土保持方案等四个报告
整合成一个综合报告，“三一审批”即实行
一体编制、一次报审、一文批复，“一链办
理”即形成从选址、设计到验收全链条，从
项目洽谈到达产全周期的供地管理模
式。实行该模式后，我市报告编制时间压
缩2/3、审批时间压缩3/4、企业支出减少
近60%，从拿地到开工最快2个工作日。

我市推动自贸区烟台片区在全国首
推“中日韩投资便利化跨国办”服务，构
建跨国代办机制，探索试行全程代办、跨
境审批，通过驻外办事处延伸政务服务，
使境外投资者不出国门即可办理自贸区
企业注册登记、经营许可等21项业务。
目前，已为韩国、日本、匈牙利等7个国
家 13个境外投资者提供企业注册和变
更跨境银行开户、政策解读等全过程离
岸服务。

我市还整合多部门资源，推动构建
并联服务机制，为投资方答疑解惑，理顺
外资引进路径，推动外资招引工作向纵

深突破。

外商服务热线24小时在线

烟 台 外 商 投 资 企 业 服 务 热 线
“6500120”全天24小时为企业提供政策
咨询、诉求受理、诉求回复等服务，打造常
态化政企沟通服务平台。我市还依托山
东省商务厅建立的“稳外资稳外贸服务平
台”，开展“云上服务”。号召全市所有外
资企业完成注册，对企业通过平台反映的
困难和诉求，明确责任部门和解决时限，
第一时间帮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共
协调解决企业问题56件。

从全市选聘6家律师事务所，组成外
商投资企业法律服务团队，为有需求的外
资企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和商事调
节服务。今年以来，共为外商投资企业提
供投资投诉、权益维护、劳动争议等方面
咨询服务20余次，帮助企业进行合同纠纷
的商事调节5次，调节成功率达60%。

我市推行外商服务大使制度，构建跨国代办机制——

聚力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体系
海阳海关原产地

证书智能化“秒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9月14日，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十
九批信访件16件，其中重点关
注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
件中，涉及海阳市4件、牟平区
1件、开发区1件、莱州市1件、
龙口市2件、福山区1件、蓬莱
区1件、莱阳市1件、栖霞市4
件；涉及环境问题16个，其中
水污染问题2个、大气污染问
题6个、生态破坏问题3个、噪
声污染问题3个、海洋污染问
题1个、其他问题1个。

当日，上述信访举报件全
部交办各区市及市直相关部
门。按照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的要求，信访件办理
情况将根据规定要求反馈到督

察组，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
向社会公开。

截至9月14日，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市转
办信访件345件,其中重点关注
案件19件。转办的信访件中，
涉及市直8.5件、莱山区14件、
芝罘区18.5件、海阳市29件、长
岛综试区1件、牟平区37件、开
发区24件、招远市10件、莱州
市36件、高新区7件、龙口市24
件、福山区26.5件、蓬莱区48.5
件、莱阳市40件、栖霞市21件；
涉及环境问题352个，其中水污
染问题89个、大气污染问题89
个、土壤污染问题43个、生态破
坏问题71个、噪声污染问题26
个、辐射污染问题1个、海洋污
染问题10个、其他问题23个。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市转办第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统计表
（第十九批）

2021年9月14日

备注：数值0.5为转办信访件涉及两个区市（市直部门），交办
两区市（市直部门）协同办理案件。

海上安全生产问题隐患企业（船舶）

近期，市海上安全生产指挥部持续加大海上安全领域督导检
查力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5艘违规作业船舶进行
了立案处罚。现予以公开曝光。

烟台市安全生产总指挥部办公室

我市严厉打击
海上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企业名称(船舶)

浩航轮

春天2号轮

冀乐渔02039

辽丹渔23752

鲁荣渔59078

处罚原因

未按规定向海事管理机
构报告船舶能耗数据

未按照规定向海事管理
机构报告进出港信息

违反关于不得擅自关闭
安全通信导航和船位监
测终端设备的规定出海
从事底拖网作业

法定休渔期间未按照规
定在船籍港停泊

招用未取得船员证书人
员上船工作

处罚措施

责令改正，罚款1.5
万元

责令改正，罚款1.2
万元

责令改正，罚款5
万元

责令改正，罚款5
万元

责令改正，罚款2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