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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吃海参，没有比我们胶东
半岛老百姓更了解的，几乎是家家
户户都在吃，吃海参的好处其实就
不用多说了，海参可以增强免疫
力，吃海参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投
资，无论男女老幼吃了都挺好。

福泽万家海参是一家老字号
海参生产企业，早年间是本地渔
民凭借多年对口碑以及对质量的
严格把控，因此有了越来越多的
回头客。但是近些年我们多次看
到不少天价海参，特别是食用海
参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孕妇及

生病的人，海参绝对不能造假，绝
不能当做牟利的工具。

我们用古法晾晒和加工，去
除内脏的海参需要大火煮 1到 2
个小时，再回水，再晒干，海参从
去除内脏到加工，中间还有除菌
等十几道工序。比如说，传统晾
晒过程中须添加草木灰，起到快
速吸收水分，保持营养不流失的
作用，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我们家的海参。福泽万家海参本
地直供销售，没有中间商，价格非
常公道，在我们这里可以买到真
正泡发大、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
海参。买过福泽万家海参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不怕货比货，也不怕
价比价，买过的朋友很多都成了
我们的长期客户。

老百姓对海参的好坏，最直接
最有效果的检验，其实很简单，首
先辨别海参是养殖的、野生的，还
是散养的，海参个头大小，参体是
不是饱满，参刺大小，涨发是不是
够大，还有就是要本地参，这个是
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现在不管
你以前吃过什么样的海参，福泽万
家海参全部免费帮您鉴别。望您

吃上价低质优的好海参，最后祝港
城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多福。

本次活动，福泽万家海参除
了在价格上给予市民最大力度的
优惠之外，更有专业人士全程指
导发泡，让不会发海参和发得不
是很熟练的顾客也能轻松发海
参，发泡不满意全额退款。福泽
万家海参向烟台市民承诺：福泽万
家海参个个4排刺，个个是本地参，
不掺加糖，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
食用。请广大市民放心。

本次活动推出特级淡干刺参：
水产工厂直销价2800元，买一斤
送一斤，每斤折合1400元，买二斤

送二斤，折上折每斤1230元。
5A级有机淡干刺参：水产工

厂价3780元，买一斤送一斤，每
斤折合1890元，买二斤送二斤，
折上折每斤1490元。

抢购热线：0535-2911313。
福泽万家海参承诺不管顾客会不
会泡发海参，海参好，怎么泡发都
发得大发得好，发泡不满意无条
件退款。福泽万家，健康全家！

古法晾晒、价格公道、产地直供

泡发好不好
是检验海参的唯一标准

福泽万家海参买一斤送一斤，5A级有机、绿色、健康
海参泡发大泡发好才是硬道理，有健康才有家，望大家都能吃上好海参，有个好身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烟交宣 摄影报
道）近日，烟台交警特勤大队正
式启用安装车载警用终端，在摩
托车上安装重量级黑科技“移动
车载智能警务终端”系统，随时
随地对违停、违规掉头等交通违
法车辆全方位抓拍。

5日上午，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特勤大队民警正在滨海路烟
台大学东门执勤巡逻，行驶过程
中，警用终端突然报警：一辆红
色轿车逾期未年检。民警立马
骑车追了上去将该车拦下，对司
机例行检查。

民警指着摩托车车头的摄像
头告诉记者：“通过高清摄像头，
我们可以立即采集到该车所有车
辆信息，同时通过5G传输直达指
挥中心平台，不仅能够实时传输
画面，如果车辆有违法信息，还能
第一时间反馈到摩托车仪表盘前
方安装的执法终端上。”

特勤大队摩托车安装的高科
技警用终端设备在交警执法过程
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
交警提高了日常工作效率，减轻
了民警的工作强度。该系统还具
备自动抓拍违停车辆的功能，可
以对施划黄色禁停标线的路段违
法停车的车辆进行识别记录，通
过不同时间段的采集记录，识别
违停车辆，上传违法信息到后台。

一键违法抓拍的功能在行

驶过程中也可以实现。当交警
驾驶摩托车在行驶中发现其他
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时，可以通
过“违法抓拍”进行快捷的抓拍
并上传照片与视频至车辆管理
后台，作为违法证据采集。

在现实执法过程中，警用终
端设备实际上就是一个缉查布
控的“移动电子警察”，通过自动
扫描识别，结合有效的黑名单，
实现及时发现嫌疑车辆、违法车
辆时（如逃逸车辆、被盗车辆、套
牌车辆），系统自动发出提醒消
息，通知警员立即拦截处置。

目前，该系统具备车牌识别、
数据对比、快速缉查的功能，可对
道路上行驶的过往车辆进行车牌
识别，迅速与违法数据库资料进
行比对，并将违法信息反馈给执
勤民警，实现快速缉查，同时还能
随时随地对违反规定停放、掉头
等交通违法车辆全方位抓拍。目
前，智能“车载智能警务终端”抓
拍系统每天纠违近120宗。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玲 通讯员 严纲轩 张磊
摄影 唐克）8月6日上午，随着载
有巴西淡水河谷 39.25万吨铁矿
石的“马拉尼昂”轮安全靠泊山
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 40万吨级
码头并顺利接卸，标志着山东港
口烟台港迈进了港口干散货作
业“大船时代”的最前沿。来自
国内外 70余家钢厂、铝厂、贸易
商及口岸相关部门、港口、船代、
媒体代表等出席了山东港口烟
台港40万吨级码头投用仪式。

全球最大矿石船“马拉尼
昂”轮船长 361米、宽 65米，为专
营铁矿石运输的Valemax船队中
的一员。这是日前烟台港正式
获批 40万吨级船型靠泊资质后
抵靠的首条40万吨级矿石船，也
是烟台港开港159年来接卸的最
大船舶。

烟台港西港区一期工程，特
别是40万吨级超大型矿石码头，
创烟台港码头建设史上的多项
之最，对烟台港扩大市场影响、
提升服务水平、转变发展方式、
服务地方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具
有重要意义。

巴西淡水河谷中国区总裁
谢雪表示，Valemax40 万吨超大
型矿砂船，得以在山东港口烟台
港停靠作业，标志着淡水河谷全

球供应链的进一步优化。在混矿
业务方面，烟台港始终坚持质量第
一。现在烟台港已经成为接卸40
万吨大船的港口，大大增加了卸载
和混矿提货地点的灵活性。

山东港口烟台港总经理姜
开表示，烟台港40万吨级码头投
用，对烟台港来讲具有里程碑意
义。今后，山东港口烟台港将与
战略伙伴本着互利共赢、携手共
进的原则，融入产业链全方位发
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全力实
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
下、辉映全球”的发展愿景。

此次烟台港 40万吨级码头

获批投用，将极大提升港口的服
务能力，更为中国钢铁行业原材
料供应开辟了一条最低成本、最
高效率的全新物流大通道。未
来，山东港口烟台港将持续完善
西港区“大码头、大堆场、大保税、
大物流”的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借
助山东省港口集团一体化发展平
台，充分发挥天然深水航道、快速
装卸效率、高效物流服务等优势，
全力打造辐射渤海湾沿岸和东北
亚地区铁矿石物流中心，为进一
步优化山东港口功能布局，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贡献烟台
港力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周彬 石泽鑫 摄
影报道）8月6日下午，烟台保税港
区管委与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共建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签
约仪式在烟台综合保税区举行，双
方决定在跨境电商、航运物流、智
能化仓储、供应链金融、系统支持
等多个领域建立全面合作关系。

该项目是国内首个政企合
作以主打日韩商品贸易为特色
的跨境电商项目。双方深度契
合、优势互补，借助于烟台保税
港区的政策优势和制度创新优
势，以“展示交易+跨境电商组
合”的新模式，开展保税展示、跨
境电商产品区内线下自提、跨境
产品国际采购、保税进口、直邮
进口等综合业务，致力于打造国
内日韩跨境商品分拨中心和集
散地，打造国内日韩商品跨境电
商产业标志性平台。

渤海轮渡总经理于新建介

绍，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公司主业造成了极大冲
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
开新局’指示精神，我们自觉提升
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能力，加快
了公司整合产业资源，优化产业
结构的步伐。渤海轮渡的国际业
务板块中，我们在海运、客源开发
组织等方面一直在跨境电商产业
链的多个重要环节中从事运营。
这次在市政府和保税区管委的大
力支持下打造一个全新的平台，
正式切入到这个领域中，是公司
将原有的‘从点到线’的资源整合
成‘由线到面’优势的一个转换，
通过这个转换将海运成本和时效
优势、客流量优势、供应链优势以
及与原有合作的几大电商平台进
一步拓展线上合作范围的优势转
化变现是可以预见的。”

烟台综合保税港区是烟台市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是
烟台市发展外贸新业态、扩大外
贸增长的龙头，从地理位置看，烟
台综合保税区与日韩隔海相望，
与烟台港集装箱码头相连，位于
主城区核心区域内，处于最佳商
贸物流聚集位置。

渤海轮渡 2018 年公告的中
长期战略规划中指出，公司将及
时把握并争取国家相关产业政
策，适时发展邮轮产业链上下游
业务，向邮轮产业园、特色小镇、
旅游休闲、跨境电商等领域延伸
产业触角，探索开发新的产业模
式，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渤海
轮渡本次与烟台保税港区管委签
订共建跨境电商供应链平台战略
协议，正是充分借助烟台综合保
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政策及区
港航一体化便利条件，适时推进
公司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一方
面，渤海轮渡自 2014年以来，深
耕于日韩邮轮航线和中韩国际客

滚航线，在船舶免税店经营、跨境
电商物流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和客户资源，具备从事跨境电商
领域先发优势。另一方面，烟台
市海路客运量年均近 500 万人
次。渤海轮渡客滚船舶、邮轮、中
韩国际轮渡客运量合计每年均超
过 300 万人次，具备“流量”优
势。通过在综合保税区设立保税
商品体验中心及在每艘客滚船上
开设展示店，结合线上销售，线下

自提的模式，可以将日韩保税店
商品体验店购物与烟台旅游产业
链有机结合起来，打造烟台旅游
购物品牌特色，满足全国游客购
买日韩商品的需求，拉动烟台市
旅游产业发展，促进烟连客运轮
渡业务服务升级，消费升级。

渤海轮渡选择这个时点切入
跨境电商业务，除了满足公司战
略发展需要，也看中该行业发展
势头。

渤海轮渡保税港区共建跨境电商平台

山东港口烟台港40万吨级码头投用
全力打造辐射渤海湾沿岸和东北亚地区铁矿石物流中心

“移动电子警察”抓拍违法亮相港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