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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快讯 体彩开奖公告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体彩七星彩全新上市！中奖更容
易，奖金更惊喜！还有30台笔记本电
脑、150万元七星彩彩票
等您赢！

烟台体彩加盟咨询
热线：18560156315

烟台体彩微信号

10月30日晚,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
法第2020109期基本号码为06、13、14、16、
18、21、30，特别号码为02。

中国福利彩票3D游戏第2020251期开
奖号码为882。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第2020003期
开奖号码为04、08、14、18、21、40、41、42、
46、50、52、55、56、57、61、70、72、75、77、80。

好消息：福彩快乐8，向快乐出发！福彩
新游戏“快乐8”火爆上市啦！快乐8每天一
开奖，每次开出20个号，任选1-10个，全中
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还在
等什么，快来福彩投注
站体验吧！

光大实物黄金报价（10月30日）
—光大银行提供

基础金价
光大投资金条

元/克
元/克

399
405

本报讯（郑义 YMG全媒体记者 侯
召溪）10月30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飞到昆嵛山自然保护区督导森林防火
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全市
第四季度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切实加强森
林防火工作，守护好绿水青山。

陈飞来到昆嵛山数字信息中心，听取
了昆嵛山数字化管理情况汇报，以视频连
线方式察看森林消防队伍演练，并实地察
看了森林抚育和消防设施配备情况。他
指出，昆嵛山是宝贵的生态资源，保护好

昆嵛山是各级的重大责任。要严之又严
抓好秋冬季森林防火工作，坚决克服松懈
麻痹思想，压实责任、严防死守，加强隐患
排查、火源管控、应急值守、宣传教育等工
作，高标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严防森林
火灾发生。要强化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
设，积极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火灾扑
救能力。要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更加注
重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构建更加完善
的森林防火水网体系和技防体系，实现昆
嵛山保护长治久安。

陈飞到昆嵛山督导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10月30
日上午，全市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推进工作
会议召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各区市设
分会场。市委常委、秘书长、改革办主任
于松柏出席并讲话。

于松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
落实全省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推进工作会
议和市委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以更
大力度推进改革攻坚工作，决战四季度、
打赢收官战。要聚焦在省内“保三争二抢
第一”的工作标准不动摇，增强改革定力，
保持改革韧劲，全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紧盯省九大改
革攻坚行动、市15项改革攻坚任务和区市
改革攻坚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工作
台账，卡实时间节点，实行销号管理，做到
立说立行、快见成效。要扎实做好改革评
估、典型引路、观摩评比和谋划“十四五”
时期重点改革任务等工作，用足用好改革

“关键一招”，以改革攻坚的实际行动，奋
力开创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上，部分区市和市直部门负责同志
作了发言。

全市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
云）10 月 30 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市
新闻办、市商务局举行全市前三季
度商务运行新闻发布会。记者获
悉，今年以来，我市努力稳外资、稳

外贸、促消费、抓招引、强园区，推动
主要经济指标逆势上扬。1—9 月，
全市到位实际使用外资 13 亿美元，
增长 33.8%，连续三个月保持两位数
增长。

1—9月全市实际使用外资13亿美元
总量稳居全省第二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王轶 通
讯员 市公宣 摄影报道）部署全国“断卡”
行动以来，烟台警方集中优势警力，雷霆
出击，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开办贩卖银行
卡、电话卡违法犯罪活动，全面梳理排查

“两卡”涉案线索千余条，部署各区、县局
统一开展“断卡”集中收网行动，严厉打击
整治非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
罪，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

势，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截至 10 月 28 日，我市共抓获涉

“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210名，缴获银
行卡、对公账户等涉案物品及资料一
批，集中收网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警方提醒，出租、出售、收购银行卡、电
话卡，属于违法犯罪！一旦发现买卖
两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请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

排列3第20250期中奖号码为：8、3、9。
排列5第20250期中奖号码为：8、3、9、5、1。
7星彩第20107期中奖号码为：2、3、8、

9、3、7+0。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
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在我市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全会擘画了中国未来5年
以及15年的发展新蓝图，宣示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坚定决
心，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出
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烟台力量。

“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就是绿色，我们
要把这些绿色发展的理念渗透到我们各
项具体工作中去，在整体上提升我们的
发展质量。”市生态环境局督察办主任崔
国栋说，具体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是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增强执行力，以鲜明的态度、扎实的
工作、严谨的作风，把生态环保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贡献力量。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机关
干部纷纷表示，“十三五”时期，长岛上下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烟台指示
要求，践行新发展理念，持续保护修复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绿色产业稳步推
进，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十四五”期间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纵深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力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
海岛生态环境，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不断
增强民生福祉。

各县市区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

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
力。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
展。

“五中全会吹响了科技创新的进军
号，创新的核心地位进一步体现和凸显，
这一重大讯息给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气
息，增添了新活力。”芝罘区科技局局长
徐继亮表示，作为区级科技管理服务部
门，将紧跟党中央指示，进一步加强关键
技术攻关，围绕全省“十强”产业和全市
八大重点产业，以“四新四化”为主攻方
向，以信息技术及智能制造、医疗康养、
文教旅游、海洋经济等区域重点产业为
中心，加强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凝练一批
重大科技项目，加强重大关键技术的集
成创新和应用，提升芝罘区科技创新整
体实力。尤其是着眼“四个面向”，进一
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完善创新生态
中更好激发科技人员活力，引导企业在
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更大功夫。

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关键。公报中关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容，让龙口市东
江街道崔家村“第一书记”张铁鹰倍感振
奋。他说，烟台市鼓励创办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增强农民的抗风
险能力，已经收到了显著效果。作为“第
一书记”，将继续同村里一道，加强党组
织建设，以建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龙
头，脚踏实地发展乡村经济。

“我们看了五中全会以后都感觉很
亲切，党中央的政策具体到咱村里，都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栖
霞市唐家泊镇肖家夼村民林红玲说。肖
家夼村原本是市级贫困村，在脱贫攻坚
战中得到各级帮扶。2016年，村里成立
栖霞市逍鴐夼果蔬专业合作社，注册“逍
鴐夼”商标，引导村民进行老龄果园改
造，让昔日默默无闻的逍鴐夼苹果走向
全国，不仅村民实现增收致富，村集体收
入也翻了番，村里建设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原本坑坑洼洼的道路，硬化以后，
平坦又宽敞，道路两旁还装上了路灯。
脱贫致富奔小康，大家信心十足。

1—9月，我市到位实际使用外资13
亿美元，总量稳居全省第二位，增幅分别
高出全省、全国5.9个、31.3个百分点。
新增千万美元以上外资项目80个、增长
27%，合同外资28.6亿美元、增长38%，
其中过亿美元项目15个、增长50%，合
同外资14.9亿美元、增长41.8%。

今年，我市资本招商实现突破。
推动总投资 10 亿美元的智路资本基
金和全球第七大半导体封测项目一
个月内签约、一个年度内完成海外
并购，仅用 35 天完成注册落地。推
动荣昌生物科技海外并购到资近亿
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13亿美元

今年以来，社会消费企稳向好。
1—9 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04.1亿元，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3.4个和0.8个百分点。

1—10月，全市共举办烟台国际汽车
工业展览会、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中
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中国·山
东国际苹果节等各类会展活动94场，荣
获2020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

电商经济突飞猛进。1—9 月，全

市网络零售额 201.64 亿元，占全省网
络零售额 6.7%。其中，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56.24亿元，占全省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22.1%，位居全省第一。线上消费
蓬勃发展。持续组织“烟台优品线上云
购节”“烟台生鲜超级直播日专场活动”
等 36 场 ，成 交 额 近 1 亿 元 、增 长
269%。全市各类电商企业突破 1 万
家，主流平台店铺达到12.9万家，均为
历史最高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4.1亿元

烟台公安“断卡”行动集中收网
210人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