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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
讯员 王栋 摄影报道）武汉热干面、四川
钵钵鸡、豆沙牛乳、王记羊肉汤……3月
15日晚上，华灯初上，位于莱山区万象城
八区生活馆一层的烟大小吃街里，依然
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来自临沂的游
客王女士一家围坐在桌前，一边品尝着
烟台的美食，一边对这里热闹的氛围赞
不绝口，“环境干净整洁，各地美食都用，
这么晚了人还这么多，差点儿就没座
了！”

由多年前的简易棚变成今天的宽敞
大厅，由曾经的一条百米小街，变成了现
在荟萃全国各地名小吃的美食街，华丽
转身的烟大小吃街吸引了众多忙碌一天
的人们呼朋唤友前来放松身心，一边享
受美味，一边诉说茶余饭后的故事。美
丽的夜色、整洁的环境、美味的小吃，让
莱山的夜间经济更加充满活力。

就餐环境大幅提升
顾客盈门人气爆棚

作为夜间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吃既可当主食，也可当饭后的消遣。
在莱山区，要想品尝全国各地的名小吃，
烟大小吃街自然是个好去处。

2020年下半年，烟大小吃街从老旧
不堪的小街登堂入室，卫生条件、饮食环
境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老客人竞
相涌入，生意火得不得了，有时到夜里12
点还有顾客上门。“今年，每天我们的客
流量都在1万人次以上，周末能达到2万
人次，夜间的客流量能占到一半以上。”
烟大小吃街经理王栋介绍。

“搬迁以后变化太大了，以前在户外
经营的时候，不好停车，环境也显得有些
脏乱差，现在干净多了，那种感觉就像是
在商场里面就餐一样，显得有档次。”3月
15日晚上8点半，家住黄海城市花园的
居民孙女士在烟大小吃街沪上生煎的摊
位点了两份生煎，回到座位上，津津有味
地品尝起来。

即便是工作日的晚上，烟大小吃街
也几乎“爆满”，这对于不常光顾这里的
人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这里
的商户来说，这种景象，早已经习以为
常。滕雯诗自从2014年起便在烟大小吃
街经营生煎摊位，至今已近十年。“顾客
来吃饭，图的是什么，首先就是你这个地
方环境怎么样，以前在老街的时候，那边
是露天的，下水不方便，搬到室内以来，
不仅宽敞明亮许多，室内还有空调，顾客
在这里吃饭，感觉那叫一个舒服。”滕雯
诗的摊位前排满了人，难得有歇息的时

候，他说，“今年以来的客流量比前两年
增加了好几倍，特别是晚上，一直忙活到
半夜，还有不少人通过线上点餐，得第一
时间准备好交给外卖员拿走。”

“小吃街的东西我几乎全吃过一遍，
这里的美食真不错，只要有时间我就到
这里来吃。”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他几
年前上大学时就经常来烟大小吃街，“这
里品种比较齐全，而且价格也合适，学生
也消费得起，尤其是晚上，亲人、朋友在
这里聚餐，真是惬意极了。”

食品安全摆在首位
让顾客吃得放心又健康

在很多商户看来，夜幕下的烟大小
吃街几乎成为了年轻人的“乐园”，特别
是周边高校的大学生，成为支撑烟大小
吃街“夜经济”的主力军。在采访中，不
少大学生顾客坦言，之所以对烟大小吃
街情有独钟，与这里的食品安全有保障
有很大关系。“好吃！放心！为啥不常
来呢？”在工商学院就读的周同学对记
者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餐
饮经营者来说，食品安全永远要放在第
一位。“小吃街的主要顾客群体就是周边
高校的大学生以及附近的居民，我们要
替广大学生的家长把好关，让他们的孩
子在烟大小吃街可以放心地就餐。”烟大

小吃街经理王栋对记者说。
身为烟大小吃街的负责人，王栋的

工作异常繁忙。每天早上营业前，他都
要和管理层对小吃街的摊位进行检查，

“食品安全重于泰山，绝对不能马虎。我
们在检查时，第一要看商户的进货渠道，
有没有合格证，是否有正规厂家的营业
执照和检测报告。其次，我们还会定期
对商户使用的食用油进行抽检、化验，坚
决杜绝使用地沟油，让每一位顾客在这
里不仅吃得放心，还要吃得健康。”

烟大小吃街对于食品安全的高标
准、严要求，今年3月刚刚进驻这里的王
晓伟已经深有体会。“小吃街对我们这些
新入驻的商户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告诫
我们千万不能贪小便宜在食品安全方面
出问题，我觉得这是对的，每个人都把食
品安全关把好了，才能吸引更多的顾
客。”王晓伟说，她开的是一家正宗的日
料店“千禧寿司”，这几天每天都忙到晚
上10点以后，三文鱼和鳗鱼特别受顾客
欢迎，希望在这里能越做越好。

网罗国内知名美食
为消费者提供最优服务

伴随消费生活的不断升级换代，烟
大小吃街已经成为莱山区一个重要休闲
好去处。如今，烟大小吃街窗明几净，但
烟火味仍在，味道还是那个味道，该煎的

还是煎，该炸的还是炸，辅料有配送，主
料有监管，卫生有人清，服务更贴心。

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换代，烟大小
吃街也完成华丽转身。搬迁后的烟大小
吃街，规划摊位200余个，提供就业岗位
1100余个，把烟大小吃街打造成莱山区
乃至烟台文旅界的靓丽名片。

烟台小吃街的前身为烟大小吃一条
街，以保留记忆中的风味为前提，注入了
时下流行的国潮理念，延续了烟台小吃
特色，传承了美食情感。依海而建的烟
大小吃街，不仅汇聚了烟台的各种特色
名小吃，还网罗了全国各地乃至新加坡、
泰国等国内外的美食，让广大顾客在这
里遍享天下美食。

“这种模式，在莱山区应该是头一
家。”王栋介绍说，“之所以招揽这么多商
户入驻，美食种类这么丰富，就是为了给
顾客更广的选择余地，顾客到了烟大小吃
街，想吃什么都有，不用到处奔波了。”

夜生活兴，则经济兴。夜间经济是一
座城市活力的体现。如今，烟大小吃街作
为莱山区乃至烟台市的美食打卡地之一，
从清晨到深夜，为众多学子及市民提供了
更为丰富的选择。新的一年，烟大小吃街
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以更优质的服
务、更洁净的环境、更好吃的美食来服务
广大市民，让每一个在这里消费的顾客都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同时为全区的夜间经
济发展添一把火、助一份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
通讯员 张磊）近日，满载1500余吨氧化
铝货物的“惠中8”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
成集装箱卸货中转，搭乘南北航线集装箱
班轮跨越渤海海峡前往锦州港，随后经辽
宁港铁物流直达内蒙腹地铝加工企业，标
志着烟台港与渤海湾港、山东港口航运集
团、辽宁港铁集团携手打造的“山东—内
蒙”氧化铝多式联运新通道建设按下“快
进键”，进一步担当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全新出海口，山东港口服务沿黄达海综合
运输通道建设再添生动范例。

该项目以“两办（烟台港东北办事处、
滨州办事处）、三港（烟台港、渤海湾港、锦

州港）、三航（山东港口航运集团、中远海
航运、DBR航运）、一铁（辽宁港铁集团）”
四位一体联合营销新模式，成功突破氧化
铝公路汽运和散货水运传统运输格局，集
成“散改集”+“海铁多式联运”全要素打造
氧化铝全程物流链，在大幅降低公路汽运
碳排放和散装运输货物损耗的基础上，有
力推动运输结构调整、促进物流业降本增
效，充分体现了山东港口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项目开发期间，在烟台港生产业务部
的统一指挥下，烟台港东北办事处、滨州
办事处协同烟台港集装箱公司、山东港口
航运集团烟台公司、渤海湾港滨州港联合

营销，深入内蒙腹地铁路沿线走访厂家，
一对一制定客户开发工作计划，详细了解
氧化铝物流链关键环节的痛点、难点问
题。在东北区域战略合作伙伴锦州港和
辽宁港铁集团的密切配合下，充分发挥山
东港口资源共享、协同共建、合作共赢的
陆海联动新平台优势，将跨省跨海运输各
环节无缝衔接，最大化节省物流成本和提
高运输时效，实现货、港、航、铁四方协作
共赢，为助力交通强国建设、畅通国内大
市场、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贡献了山东
港口力量。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下一
步，烟台港将深入贯彻落实山东港口“突

出创新、深化融合、勠力攻坚、业绩为王”
的工作总基调，更好担当山东港口建设
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中心的重要北翼和
渤海湾南岸港口群龙头，聚力攻坚货源
市场建设，深挖“增量”市场，开拓“新量”
市场，联手放大烟台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纽龙头企业优势，合力构建“南上北下”
水上物流通道中转枢纽，当好内陆及沿
黄城市便捷高效的出海口和要素流通的
门户，吸引更多货源进入南北跨海峡多
式联运新通道操作，为助力山东港口积
极融入以铁水联运为核心的全国多式联
运综合运输物流体系交出新时代烟台港
人的高分答卷。

为繁荣烟台贡献力量
烟台市企业诚信会召开创建九周年座谈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3月 16日下午，烟台市
企业诚信会在希悦大酒店召开
了创建九周年座谈会。烟台市
社会组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领
导、诚信志愿者和100余名会员
参加座谈会。

“今年诚信会将组织好会员
企业在法律法规以及在税务工商
环保等方面做好知识培训，提高
会员企业竞争力。”座谈会上烟台
市企业诚信会主席张大成全面回
顾了过去的工作，同时对今后诚
信会的发展建设等方面做了介
绍，对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安

排。今年，诚信会将巩固发展，严
格落实财务制度，加强财务公开
和监督。继续走访会员企业，为
会员企业在生产经营、生活上排
忧解难，选择项目抱团发展，为繁
荣烟台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当天诚信会向儿童医院捐款
2万无。诚信会监事长刘星彤公
布 2022 年诚信会会费收支情
况。现场有关领导和嘉宾给19
个新入会副主席单位、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颁发了会匾。对2022
年度2个先进分会、8名优秀组织
者、12名优秀会员予以表扬并颁
发荣誉证书。

申报商品条码信息6万余条
海关推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条码应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王绪亭 姚景顺
陈晗）2月10日，烟台综合保税区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条码应用
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一个跨境电
商进口商品对应一个条码，就像
有了一张合法“身份证”，让消费
者可以更加快捷、放心地“买全
球”了。

商品条码相当于商品在市场
流通的“身份证”和“通行证”，是
实现商业现代化的基础。按照国
际物品编码协会标准，由8、12、
13、14位数字组成编码标示，具
有唯一性、稳定性和统一性。针
对跨境电商销售的商品而言，商
品条码可使来自全球各地的跨境
商品都能有据可查、有源可循。

“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有了条
形码这个‘身份证’，消费者只要
通过扫描条形码就可以查出生产
国、制造厂家等信息，让国内消费
者更加放心。”山东宏捷达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强说。

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中，
商品条码能有效降低企业在货物
仓储管理过程中的库存成本。“我

们通过商品条码与跨境电商物流
系统深度整合，可以合理连接物流
仓储运送等各阶段信息内容，完成
目视化技术、自动化管理，进一步
提高商品流转效率，降低库存压
力。”烟台东澍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隋海伟说道。

为保障烟台综合保税区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商品条码顺利推广应
用，烟台海关提前介入，加大宣传力
度，向企业阐明可以依托条形码，建
立商品验核机制，便利开展跨境电
商业务，加快物流速度，降低运营成
本。海关还积极走进企业，了解并
协助解决企业在办理条形码商品管
理和条形码校验申报中遇到的问
题，确保企业依法依规申报，促进跨
境电商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烟台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商品条码应用正式上线以
来，截至2月20日，跨境电商企业
共计填报商品条码信息 6万余
条。“后续将会有更多的跨境电商
企业加入到条形码应用中来，扩
大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条码的覆盖
范围。”烟台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会长孔凡申说。

栖霞市首个装配式
住宅项目投入建设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衣国胜）近日，栖
霞市首个采用装配式的住宅项目
在桃村镇安合佳苑小区（老岚水库
安置房）投入建设，加快了建设速
度，提高了建设效率。

走进安合佳苑小区27#-33#
楼项目建设现场，这里没有嘈杂
的声音，也不见尘土飞扬，工地上
摆放着一块块已经在工厂内制作
完成的PC预制构件，几位施工人
员正在地面指挥着塔吊将一块块
预制叠合板进行吊装。

作为栖霞市首个装配式住宅

项目，项目建筑总面积36467.03
平方米，预制剪力墙结构，装配率
达30%，采用预制叠合楼板、预制
楼梯、ALC板墙，建成后可入住居
民302户。

相对于传统建筑，装配式建
筑具有施工效率高、质量更有保
障、安全性高、环保以及节约成本
等优点。该项目克服了成本管理
难度大、构件生产工厂与施工现
场的距离有一定的局限等困难，
充分发挥了装配式建筑的优点，
为更快更好地完成老岚水库安置
房建设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曹连兴从艺50周年
巨幅作品展启幕
3月18日到31日可免费观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苹 摄影报道）“看！好美的山
水画，好大一张松柏图。”昨日上
午，由烟台市莱山区文旅局、莱山
区文联共同主办的曹连兴先生从
艺50周年巨幅作品展在烟台城市
美术馆一展厅开幕，现场人头攒
动，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观展，
感受山水诗意。据悉，本次画展展
览日期为2023年3月18日到31
日，展会上展出108幅巨幅作品，3
月19日书画爱好者可前往展会现
场观看巨幅松柏画作创作过程。

枝干虬曲的松柏充满张力，浪
花飞溅的溪流欢快自在，傲立树巅
的雄鹰威武霸气……昨日，记者在
烟台城市美术馆一展厅（市政府对
面）看到，曹连兴最近两年绘制的
山水、人物、花鸟等百幅精品佳作
展出，作品多为巨幅，其中包括长
10米宽3米的巨幅《事事如意》亮
相展馆，书画爱好者纷纷前来观
展，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到现场体味
山水意境。“今天正好周末，听说有
画展，就带着孩子来看一看展，沾

染一下艺术气息。”市民王先生一
家三口在展会现场观看画作，王先
生10岁大的女儿不时发出惊叹，
巨幅画作的大气令她十分震撼。
此外，作为曹连兴从艺50周年画
展开幕的日子，昨日展览现场还增
加了抽奖环节并向观众赠送了20
幅作品。

曹连兴是著名画家、艺术家、
收藏家。少时习玩百家，陶然众
趣，师法传统，集精华求自然得精
神，让作品讲话与众不同，善做巨
幅。其作品得到吴作人、启功、林
散之、刘开渠、王伯敏、孙其峰等
上百位书画家的褒奖与肯定并题
字合作。3月19日，曹连兴还将
在展会大厅现场创作长10米宽3
米的宣纸巨幅松柏图。届时，广
大书画爱好者可亲临感受曹连兴
的绘画风采。展览日期为3月18
日到31日。展览地址为烟台城
市美术馆一展厅，莱山区长宁路
200号。开放时间：周一上午8：
30—11:30；周二至周日 8:30—
17:00；节假日不休息。

展厅内人头攒动展厅内人头攒动。。

昨日，滨州医学院
2023 年毕业生校园供
需双选会在烟台校区举
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 家用人单位带来了
1.5 万个就业岗位。校
方采取志愿者与单位

“一对一”精准贴心服
务，设置残疾人招聘专
区、基层就业政策宣传
展位、应征入伍政策宣
传展位等服务方式，促
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潘晓荣 摄

沿黄达海添新力
山东港口山东—内蒙氧化铝多式联运新通道常态化运营

烟大小吃街汇聚全国各地美食，周末夜间客流量突破1万人次，成为市
民聚餐好去处——

“深夜食堂”点亮夜莱山

热闹的烟大小吃街热闹的烟大小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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