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莱新闻 11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董方义/美术编辑/姜涛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王晶 摄影报道）眼下，在蓬莱中
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的海关监管作业场
所内，龙门穿梭、焊花飞溅，挥汗如雨的工
人们正在30万吨船坞中加紧建造一艘
8.2万载重吨散货船。

这是我国自行开发建造的符合节能
减排、绿色环保要求的新一代巴拿马型散
货船，船长 229 米，型宽 32.26 米，型深
20.05米，适合装载煤、谷物和矿石等多种
散装货物产品，是世界上能够通过巴拿马
运河的载重量最大的新型散货船，建造完
成后将驶往希腊。

“我们从2018年开始承接希腊的造
船订单，截至目前共交付了6艘希腊船，
还有2艘在建。”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张淑丽说。希腊属于中东欧国
家，旅游、海运和侨汇是希腊的三大经济
支柱，尤其是海运业，在地理便利、历史传
统、政策扶持、自身努力等多重因素的加
持下，希腊船东的船队长期在世界船队中
占比 20%以上，是世界第一船东大国。
近年来，随着蓬莱造船水平不断提高，国
际市场不断扩大，企业承接中东欧国家船
舶建造订单也越来越多，其中希腊船东的
订单已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订单来源。

据了解，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
从2006年开始造船业务，中间经历了订
单充足、人工红利、回款迅速的辉煌时期，
也经历了盈利难、融资难、交船难的行业
性困境。“近年来我们瞄准中东欧市场，根
据客户需求开展供给侧改革，欧洲订单越
来越多。”张淑丽说。

在蓬莱造船业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

同时，蓬莱海关采取措施支持企业走出
去。据蓬莱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许伟
介绍，在船舶建造出口过程中，蓬莱海关
批准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新设监
管作业场所 1处，新增对外开放泊位 3
个；并先后审批5台机舱液压油泵、4台卤
水泵、10个中间轴承等关键设备的余料
结转，协调兄弟海关解决深加工结转船舶
的在途监管问题；开展“送法进百企”活
动，采取“一企一策”方式，指派海关的公

职律师为企业量身打造法律宣讲内容，引
导其守法经营，避免企业因“不知不懂、不
清不楚”而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这些举
措，都有力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经营
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和通关便
利化水平。

“海关从船舶料件进口，到加工贸易
手册核销，再到船舶申报出口，对我们进
行着全程跟踪指导，我们借此实现了船舶
进口料件快进和成品船舶快出，减少了对

公司流动资金的占用，助力我们赢得订
单、完成建造、交付收汇。”张淑丽表示，在
与其他传统造船强国的激烈竞争中，企业
逐渐抢占了先机，稳定住了国际市场份
额。“我们还将紧紧围绕国家经略海洋、军
民融合、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战略，利用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加大研发力
度，依靠自主创新，提升科技含量，引领船
舶发展新趋势，造大船、闯深海，让更多代
表中国水平的船舶畅游世界。”张淑丽说。

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市场
开拓和政策扶持，蓬莱造船逐步向高端船
舶领域发起冲击，占据越来越多的国际市
场份额。在此过程中，海关以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为己任，坚持缓、减、免、退税“四管
齐下”，综合运用两步申报、提前申报、口
岸开放、压缩通关时效等措施打造良好的
口岸营商环境，为企业解忧纾困，助企业
扬帆远航。

中东欧是亚欧大陆沟通的重要陆上
渠道，是我国通向欧洲市场的结点。我国
实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约有60多
个，其中中东欧国家约为25个，这些国家
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不可忽视的环
节。近年来，我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
贸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疫情期间双方经贸
往来仍热情不减，合作领域正由机械、家
电、化工等传统领域向物流、数字新能源、
电动汽车等新兴产业拓展。随着我国与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今
年以来，蓬莱口岸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总
值达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倍，其
中对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
斯洛文尼亚等进出口均实现零的突破。

“店里制作笼屉的这些竹子全部来自
江西，我们到蓬莱做这个已经 11 个年头
啦！”在蓬莱城东郊南王街道班庄村一处笼
屉加工店，记者刚进店不长时间，熟络起来
的店主夫妇就打开了话匣子。

这处笼屉加工店隐身在班庄村一户农
宅平房里，一个短小横幅上只有简单的“加
工笼屉”四个字和一串电话号码。如果不
进入现场，记者根本想不到这里还有一片
大天地。屋角整齐码放着碗口粗细、四五
米长的长竹筒以及破解开来大小、宽窄、厚
薄不一的竹片和竹条，还有或大或小、或圆
或方的竹质笼屉。在这里，有纯竹编笼屉、
铝皮包竹笼屉，还有起鼓半铝笼屉、方形笼
屉、蒸饭竹筒和汤筒等，可以说，餐厅酒店
竹器用具一应俱全。案板上，不同尺寸的
自制“卡尺”插满了竹筒。屋主两口子一会
儿用射钉枪“嘣嘣嘣”，一会儿用小锤子“梆
梆梆”，紧张而熟练地忙着手里的活计。

聊天得知，这家男主人叫邹怀长，女主
人叫熊海香，都来自1400公里外的江西省
丰城市。“11年前，我们就到蓬莱了，正常年
份每年都有30多万元的毛收入吧，制卖几
千个笼屉不成问题。”熊海香告诉记者。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王光禄 摄

制卖笼屉
年入30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摄影报道）为深入推进火
患围剿“蓝剑行动”，进一步巩固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成果，连日来，
蓬莱区消防救援大队排查小组深入沿街单位开展“敲门行动”，查
处各类消防隐患。

9月8日，大队排查小组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蓬莱区蒽加莉亚
烘焙店内吊顶整体使用PVC材料装修，烟台鑫达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审批大厅整体采用泡沫夹芯板搭建。两家单位均存在严
重消防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四条和《消防
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大队依法对两家单位实施临
时查封。

查封过程中，大队监督员详细讲解了火灾隐患及其危险性，
并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单位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整改工
作，坚决杜绝火灾事故发生。

蓬莱消防“敲门行动”持续发力

两家单位被临时查封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宁婧珂 韩玉
斌）针对食品经营摊点遍布广、存在问题隐患多、监管难度大等
特点，连日来，蓬莱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食品摊点专项监督
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食品摊点经营秩序，提升摊点食品安全
监管水平，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市场环境，保障人民群众饮食
安全。

据介绍，此次检查以食品摊贩亮证经营、从业人员健康证、
现场加工卫生环境、原辅料采购、索证索票制度落实等为重点内
容，逐户、逐摊位进行拉网式检查，严查销售无厂名、厂址、合格
证的“三无”商品，杜绝加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违法经
营行为。同时，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及时督促食品摊点经营者
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填写年度自查表，并签订食品摊点承
诺书。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200余人次，检查摊点630
余家次。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零容忍，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蓬莱强化食品摊点监管

确保群众“舌尖”安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张亮 宋佳）与银
行、中介等机构合作，是蓬莱区审批局持续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营造更加便利营商环境的又一重大举措，有效完善了“企业开办
一站式服务专区”建设，为企业开户、银行引企开辟绿色通道，增
强对驻区企业的服务力度，着力打造“5分钟政务服务圈”标准化
站点，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蓬莱区审批局积极与银行合作，引入银行专窗入驻政务服务
中心，整合原有商事登记审批业务，为企业提供从企业开办、对公
账号开户、贷款类金融咨询服务等“全链条”式服务。现审批局已
与蓬莱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蓬莱支行、烟台银行蓬莱支
行、光大银行蓬莱支行、恒丰银行蓬莱支行等5家银行签订入驻政
务服务大厅协议。

银行入驻大厅以来，已为500余家新设企业对公账户开设，
将企业办理对公账户开设平均跑银行2次以上减少为“最多跑
一次”，最快当天就能办理开户，令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高。该
服务模式的上线，为蓬莱区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注入新的“政务
动力”。

蓬莱区审批局还招纳中介机构入驻，经过层层审核确定18
家中介机构入驻大厅，由中介机构选派业务人员进驻，按照审批
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向委托方提供服务，企业无需到处跑就能在
政务服务大厅便捷、高效地选择服务机构。

下一步，蓬莱区审批局将继续立足企业需求，不断优化服务
流程、扩展服务半径，为企业提供更加多元、便捷的服务。

蓬莱完善“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区”建设

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于慧）在烟台三
站批发交易市场获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后，蓬莱区商务局通
过集中培训宣讲、个别企业重点走访、入驻平台企业重点辅导等
方式，在引导现有外贸企业开展市场采购贸易的同时，主动引进
新的市场采购贸易企业。2021年1-9月，蓬莱区共引进市场采
购贸易企业9家，其中7家企业已实现外贸进出口数据，预计1-9
月全区累计完成市场采购方式进出口额5亿元，扩大了全区外贸
规模，助推了跨境贸易发展。

加大政策宣讲力度，助推企业开展市场采购贸易。为让蓬莱
区企业及时了解市场采购贸易相关政策，蓬莱区商务局采取集中
培训和单个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详细解读相关政策，确保政策及
时传达，企业工作人员读懂读透能操作，促进了市场采购贸易的
开展。

靠前服务，解决企业入门难问题。市场采购贸易作为一种新
兴外贸业态，企业对其了解度不够。由于对市场采购贸易平台操
作、海关监管、税务征收等了解不足，蓬莱区很多外贸企业有意向
开展市场采购贸易但又不敢尝试。因此，蓬莱区商务局派出工作
人员多次赴三站学习业务，手把手指导企业使用市场采购贸易平
台，解决了企业开展市场采购入门难的问题，促进了市场采购贸
易的开展。

蓬莱区商务局通过一系列主动靠前服务措施，壮大了全区市
场采购贸易规模，为跨境贸易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9月，蓬莱共引进市场采购贸易企业9家

为跨境贸易提供新动力

蓬莱造船“扬帆”中东欧

为优化营商环境，蓬莱四个部门纷纷亮出新招——

市场环境更公平 政府服务更贴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
讯员 吴延朋）推出不予行政处罚和减轻处
罚“清单”，推行“4个1+45”服务模式，实
行企业购买不动产免收转移登记费，“验收
即办证”不动产登记业务，推出“云办税”服
务平台……在蓬莱，市场环境更加开放公
平，政府服务更加贴心周到，企业人员脸上
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优化营商环境，蓬莱
是认真的！

服务一

优化再造审批流程高效服务
“真没想到刚验收完当天就拿到了不动

产权证！为你们的延时高效服务点赞！”9
月6日傍晚，烟台丽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
办事人员拿到“新鲜出炉”的不动产权证后，
对蓬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竖起
了大拇指。

原来，中心企业登记专窗工作人员了解
到该项目情况后，一次性告诉办事人员需要
办理的事项并帮助企业对接审批部门，介入
指导不动产登记资料准备。9月6日工作人
员办理完备案后到中心提交登记申请。中
心17时53分受理业务，18时11分登簿办
结，18时12分颁发证书，并为企业落实小
微企业免收登记费政策。这是蓬莱区办理
的第一个“验收即办证”不动产登记业务，也
是烟台市首例工业项目“验收即办证”，再次
刷新了不动产权证办理记录。

服务二

编制《清单》为企业松绑减负
为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引导和促进企业

自觉守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蓬莱区司法
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2020年版清单基
础上，组织各行政执法机关编制了《烟台市
蓬莱区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
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2021年
版）》，并已于近期向社会公布。

2021年版清单共涵盖25个行政执法

领域、318项违法行为事项。清单的出台，
为行政执法机关更好地适用《行政处罚法》
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规定提供了指引，为企
业等当事人松绑减负，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
打造。

服务三

推行“4个1+45”服务模式减负
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提升登

记财产服务质量和效率，强化便企惠企措
施。所谓“4个1+45”服务模式，是指企业
可以“在一个窗口、与一人互动、交一套材
料、全程一个环节、最多45分钟”完成登记
申请、税费缴纳、证书领取的登记全流程，实
现即时办结发证，并在社会简易低风险投资
项目首次登记免收登记费政策的基础上，进
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对其购买的不动产免收
转移登记登记费。

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全面推广设
置“企业+不动产登记”远程服务平台、设置
企业服务专窗、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等一系
列便民利企措施，优化绿色通道，开辟专门

窗口，打通优质服务“最后一公里”，优化回
访制度，全力为企业服务。

服务四

推行“非接触式”办税模式
为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蓬莱区税务

局将传统办税窗口移至云端，创新推出“云
办税”服务平台。“云办税”依托现有的“鲁税
通”山东征纳互动平台，针对山东省电子税
务局暂时无法受理的6大类29项业务，进
行“云办税”线上受理，打造了涉税业务“云
端办”、电子签章“云签章”、视频咨询“云辅
导”、征管档案“云存储”的新模式。

纳税人可通过手机端或者电脑端登录
“云办税”服务平台，以线上“非接触”的方式
提交申请材料，加盖电子签章，将涉税业务
通过线上由纳税人端传输至税务端，税务后
台审核人员即时办理。同时，“云办税”还开
通了视频咨询功能，税务人员通过共享桌面
的方式为纳税人答疑解惑。打通了线上办
税“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办税“不见面”、服
务“不打折”。

工人正在加紧建造一艘散货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