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阳第二批“梨乡拥军志愿服务站”挂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进口家电争打“亲民牌”

创城进行时

鸿顺门窗此次带着“新面孔”
参加了展览。内开内倒窗、外开
窗纱一体、双内开窗纱一体等不
同类型的门窗在展厅内依次陈
列，观展的顾客可以随手体验。
鸿顺门窗销售负责人孙桂林告诉
记者:“我们正典系统的门窗比其
他门窗配件数量多 3倍左右，提
高了门窗的稳固性和精密性。”以
此次展出的内开内倒窗为例，这
款门窗零件数量达到 217个，而
其他门窗零件数量一般在 70个
左右。除此之外，门窗采用隔热
断桥铝型材和静电粉末喷涂，极

大地提高了门窗的气密性、水密
性、保温性，起到了节能、防噪、防
水等作用。

在兰舍硅藻泥展区门口，玛
瑙绒在灯光的照射下色泽渐变，
令不少观展市民流连驻足。“我们
今年的产品具有轻奢极简的风
格，500多种颜色能满足各式需
求。”兰舍硅藻泥销售负责人魏巍
告诉记者。除了装饰性，兰舍硅
藻泥又具有较强的功能性，兰舍
硅藻泥被称为“会呼吸的墙”，具
有净化空气、调节湿度、超长寿
命、墙面自洁、吸音降噪、隔热节

能、防火阻燃等一系列的功能。
为了验证吸附性，魏巍对着兰舍
印象系列的浮雕喷了 30余次水，
均未产生水滴。

在加盟家居建材整装服务平
台安乐窝之后，阳光家居以优惠
的价格、极高的效率吸引了大量
顾客。家博会展厅负责人王聪介
绍说，家博会上将提供地面类、厨
房类、门类等 38项主材和辅料的
一条龙服务，在展厅内，各个品牌
的合作商证明挂满了展览墙，“我
们的主材合作品牌保证正品，假
一赔十，在给顾客最大优惠的同

时，保证质量。”由于厂家扶持以
及阳光家居 24周年庆，阳光家居
以 5折优惠让利。“我们拥有专业
的维修团队，由阳光家居售出的
物品，终身保修。”完整的维修链
和后续服务减少了顾客的后顾之
忧。

温馨提示：今日家博会进入
收官日，来烟台国际博览中心观
展，务必携带身份证。公交路线：
乘 17路、23路、51路、105路、566
路、567路、568路到国际博览中
心站下车，109路到烟台大学南校
区站下车。

烟台家博会昨日迎观展签单双“井喷”
今日迎来收官，市民家装勿错过最后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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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目标”交通违法专项
治理，主要指行人、非机动车闯红
灯；非机动车不走非机动车道、逆
行；行人横过道路未走人行横道、
跨越隔离设施；驾驶摩托车时驾
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乘坐

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行为。
交通高峰时段，在有信号灯管

控的城市主干道关键路口，严管非
机动车、行人不文明交通“陋习”。
平峰时段，按照“打击有重点，整治
有力度，管理有效果”的原则，持续

开展平峰路口交通秩序整治。
交警部门希望广大交通参与

者从自身做起，遵守道路交通法规。

烟台交警开展四类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对违法停车、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小目标”交通违法等进行标本兼治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烟交宣）倡导文明交通，创建文明城市。连
日来，烟台交警持续整治曝光不文明交通陋习，市民的遵章守法意识逐步提高，我市的道路
交通更加畅通有序。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仍有部分电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逆行、
不走人行横道。近日，烟台交警开展四类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进一步优化交通秩序。

违法停车专项治理
在早晚高峰来临前，围绕小

区周边、城市主干道开展“净路”
行动，对影响道路通行的违法停
放车辆进行管理，及时联系车辆

驾驶人立即驶离。其他时段，围
绕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依托网
格化巡逻勤务机制，发挥铁骑队
灵活机动、快速反应的优势，采取

“空中+地面”“巡逻+定点”的整治
模式，开展路段交通秩序违法整
治。对个别违停突出的路段、区
域进行深度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专项治理

通过机动车违法通行人行横
道自动抓拍系统，全天候严查严管
不礼让斑马线等违法行为。组织

满分驾驶人、交通志愿者开展文明
劝导行动，在执勤民警的带领下，
围绕重点信号灯路口开展文明劝

导活动，劝阻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
违法行为，对行人闯红灯、非机动
车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出租车“野蛮驾驶”专项治理

重点治理出租车乱停乱放、
不让行斑马线上的行人、无交通
信号时未避让横过道路的行人、
不系安全带、随意变更车道影响
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等“野蛮驾驶”
违法行为。

主动对接交通运输部门，建立
健全联席联动工作机制，定期召开
联席会议，针对出租车“野蛮驾驶”

“冷、硬、横”开展联合执法。在路

面秩序管控上，加大对出租车突出
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出租
车各种违法行为，做到执法零容
忍、管理零懈怠，管出规矩、管出秩
序。在重点部位治理上，以客运
站、商圈、医院、学校等出租车通
行、候客、违停较为集中的区域为
重点，采取施划黄色禁停标线、违
停电子警察自动抓拍、铁骑巡逻管
控等手段，全力规范静态交通秩

序。在源头管控上，积极会同交通
运输部门召开集中约谈会议，督促
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做好
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教育，推动出租
车、公交车、公务车等重点车辆带
头礼让行人、系好安全带，通过重
点车辆示范，形成良好示范辐射效
应。同时，定期将出租车、驾驶人
违法信息抄送行业主管部门，落实
联合惩戒。

“小目标”交通违法专项治理

本报讯（YMG全媒
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初
峰伟 徐萍 摄影报道）昨
日，2020烟台家博会进入
第二日，适逢周末，市民
观展热情进一步激发，
380余家企业、2000种家
装品牌不遗余力，人头攒
动的展馆内热闹非凡，各
种洽谈交易声此起彼伏，
现场签单捷报频传。记
者从家博会组委会获悉，
昨日全天家博会观展人数
突破万人。今日是家博会
最后一天展期，预计观展
及成交将持续“井喷”。

作为多年来家博会的“熟
脸”，日立中央空调本届家博会参
展态度相当务实。“今年受疫情影
响，不少市民在希望空调‘一分价
钱一分货’的同时，更侧重空调的
自清洁功能，往往会主动咨询空
调除醛除菌能力；同时，今年新风
系统的咨询量，也明显多于往

年。”日立中央空调家装市场负责
人郑燕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以
来，国产空调多个品牌都开始主
动降价，对于进口品牌而言，除了
通过定金膨胀等方式提供价格优
惠之外，生产、安装工艺方面也必
须继续过硬，市场逐渐回暖后，才
能继续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而在百乐满中央热水器展
区，经销商同样用“百年老字号”
吸引市民驻足观展。“1911年百乐
满就造出了第一台热水器，本次
参展型号全部为整机原装进口，
大到机芯小到螺丝钉，均为海外
生产、组装。”销售人员介绍说，该
品牌热水器除了采用室外机、不

占用室内装修空间之外，还针对
别墅、洋房、各类大小主力户型设
计了 16-48 升不同规格的热水
器，即便在冬季-35℃的环境中
也能正常开机，相比于同类机型
40分贝以上的工作噪音，该机型
能将噪音降至 30分贝左右，使用
时更加安静。

今年家博会千家万家家具首
次亮相，在B馆中心展区，一件件
小叶红檀沙发、茶几、衣柜格外亮
眼。销售顾问告诉记者，小叶红
檀目前多产自非洲，结构细密，材
色类似于红酸枝，密度约 1.1吨/
m3，放在水中不是浮起，而是下
沉。“我们充分考虑了各年龄段消

费者的审美需求，在保留中式家
具主体格局的同时，尽量采用祥
云、牡丹等大气、传统的图案进行
雕花，而在扶手、靠背方面，则更
多借鉴了欧式家具的弧度、设计
等。产品全部采用卯榫结构，不
使用粘合剂，既没有异味，也使得
家具更加轻巧精致。”

2014年就被评选为市级优秀
节能成果的飞龙门窗，本届家博会
也带来了多款新品。飞龙门窗公
司办公室主任孙军帅说，此次家博
会上亮相的铝木复合门窗，目前拥
有41项各类专利及5项发明专利，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美国等多个国
家申请相关认证，常年出口海外。

“铝木复合门窗室外窗框采用铝合
金材质，室内窗框则是实木，三层
中空玻璃及抄手式的尼龙隔热条，
既能有效降噪，又比传统的断桥门
窗节能15-20%。此外，门窗全部
由我们自行设计开模，在指定厂家
生产后统一在飞龙门窗公司车间进
行组装，从源头保证了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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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门窗老面孔玩出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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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品牌现场“验货”揽客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李雪亮）近
日，莱阳市第二批12家“梨乡拥
军志愿服务站”正式挂牌。

据了解，目前莱阳市 19家
拥军企业的28个门店已经挂牌
运行，涉及餐饮、娱乐、医疗、文
化等行业，通过免费、打折、折
上折等服务承诺，为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提供实实在在的优
惠，真正实现了全领域、全方
位、全社会拥军。门店企业代

表表示要发扬好拥军优属的好
传统，争做爱国拥军、无私奉
献、文明守法的志愿者、宣传者
和实践者，为全市双拥工作贡
献一份力量。

同时，莱阳市双拥办还将
继续组织社会力量，吸引更多
各行各业的拥军企业加入到志
愿者队伍来，共同营造全民拥
军的浓厚氛围，让“双拥模范
城”这块金字招牌成为一张亮
丽的“城市名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刘晓阳 通讯员 苏浩林）8
月3日上午，爱心人士杨希红带
着学生义工一行人来到栖霞市
中桥某村，看望一名撑起家里
一片天的孩子——小燕（化
名）。听说义工们要来，小燕早
早地就等在村口。义工们为她
带来了助学金和生活用品，并
鼓励小燕努力学习。

小燕的家中有行动不便的
父亲、精神上有障碍的母亲，还
有一个肺癌晚期的奶奶和一个
年少的妹妹。就这样，12岁的
小燕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边
学习一边照顾全家，还要在农
田里干活……

在和小燕的交谈中，大家
还了解到，小燕学习非常好，是

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年。
在来看望小燕的人中，杨希

红和她的女儿宋思颖一直关注
小燕，多次看望小燕。此次她们
给小燕买了喜欢吃的零食，还给
小燕带来了三大包衣服。曲柳
美和徐靖然在超市里购买了爱
心物品。苏浩林用自己的零花
钱给小燕买了一箱牛奶，并鼓励
小燕努力学习。郝艺杰把自己
的100元压岁钱送给小燕，让她
买学习用品，好好学习。

在小燕家中，大家给予了
小燕物质上的帮助、心灵的安
慰以及精神上的鼓励，鼓励小
燕要好好学习，要积极地面对
生活中的挫折，不向困难屈
服。看着小燕那充满感激的眼
神，每个人都被感动了。

12岁女童一人撑起家庭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