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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创城“她”力量 巾帼在行动

芝罘区妇联组织女企业家、女性创业者开展创城志愿服务活动
本 报 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秦菲 通讯员 颜菡 摄影报道）5
月 29 日，芝罘区妇联组织烟台市
民营企业协会女企业家分会、烟
台市女企业家联谊会芝罘分会、
万达商圈妇联、烟台市网络创业
人士服务联盟等女企业家、女性
创业者组织约 30 人，开展“芝罘
突破蝶变 贡献巾帼力量”芝罘区
女企业家创建文明典范城市志愿
服务活动。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从我做起，芝罘因我而
文明……”启动仪式在宣读《文明
手牵手，创城齐步走！——致广
大市民的倡议书》中拉开序幕 。
“我们要传递文明，服务社会，争
做文明新风的推动者。主动承担
社会角色，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认
领解决街道、社区创城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踊跃参加各类巾帼志愿
服务活动，积极传递爱心，服务他
人，
奉献社会。
”
烟台市民营企业协

公交司机 3 天 3 次拾金不昧暖人心

521 路、6 路、47 路公交驾驶员第一时间找到失主

会女企业家分会会长戚仁才说。
烟台市女企业家联谊会芝罘分会
会长龙丽君表示，
女企业家们更要
带头争当文明使者，
争当创城代言
人。随后，
万达商圈女性创业者代
表谭静呼吁：
“从我做起，
从家庭做
起，
从企业做起，
从今天做起，
为城
市增添亮色。”巾帼红温暖彩虹志
愿服务队队长崔虹围绕参与志愿
服务的收获进行交流发言。芝罘

区妇联为女企业家们发放了象征
参与文明典范城市创建荣誉身份
的巾帼红志愿服务马甲。
启动仪式结束后，女企业家
们纷纷走到街头，向市民发放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活动倡议
书，向临街商户倡导做好门前“五
包”，以自身行动积极引领广大群
众当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践行
者、推动者、倡导者。

200 余名公交志愿者开展主干路站亭保洁
本 报 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27 日下午，
烟台公交集团 200 余名公交志愿
者赶赴市区南大街、观海路、迎春
大街、港城大街、长江路、青年路、
幸福中路等 20 余条主干道的 400
余处公交站亭开展站亭保洁文明
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公交
候乘环境和城市文明窗口形象。

活动中，志愿者们严格按照
集团公司站亭保洁标准，由上而
下对公交站亭的顶棚、立柱、灯
箱、站牌、座椅等进行了全面清
洁，确保达到洁净的标准；站台地
面的烟头、纸屑、果皮等垃圾杂物
以及站亭上的野广告都一一被志
愿者们清理干净。志愿者们在清
洁站台的同时还为站台内候车的

市民提供上下车等便民服务。
下一步，
烟台公交集团将继续
组织开展系列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
发挥公交志愿者的带头示范
作用，做文明出行的倡导者、践行
者，引导市民爱护城市环境，积极
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为我
市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新时代
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贡献力量。

本 报 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杨健）夏日已至，人头攒动
的公交车上，忙碌的行程常令
乘客挂一漏万，遗失了随身的
重 要 物 品 。 连 日 来 ，我 市 521
路、6 路、47 路公交车上，公交
驾驶员在发现乘客遗失物品
后，第一时间主动寻找失主，确
保“完璧归赵”，让融融暖流在
公交车厢里持续涌动。
5 月 26 日，市民王先生带
着一面写着“弘扬社会正能量
拾金不昧好榜样”的锦旗来到
福山一中公交场站，向福山公
司 521 路公交驾驶员李春义表
示感谢。原来，5 月 19 日上午，
王先生乘坐 521 路公交车时，
因
为下车匆忙，
不慎将手机遗落在
公交车上。驾驶员李春义到达
终点站打扫车厢卫生时发现了
王先生丢失的手机，
立马将手机
交给了当班调度员。由于手机
设有密码无法打开，
联系不到失
主，
调度员只好先将手机保管起
来，
等待失主认领。
不一会儿，手机响了起来，
正是焦急的失主王先生打来
的。经电话核实身份后，王先
生来到福山一中场站取回了丢
失的手机。
“手机里存的资料和
照片对我非常有意义，还好你
们帮我找回来了！”王先生十分
高兴地说，并再三表示一定要

最高可达 7000 元的红包你领了吗？

向驾驶员当面致谢。
无独有偶，5 月 24 日下午，
芝罘公司珠玑场站收到了来自
乘客韩先生的一封表扬信，他
在信中表达了对 6 路驾驶员王
崟帮助自己找回钱包的感谢之
情。当天下午 5 点左右，6 路驾
驶员王崟在进行车辆卫生打扫
时，在车厢捡到一个钱包，经检
查发现内有现金 1000 多元和
银行卡、身份证、医保卡等重要
证件，便立即将钱包交到了调
度室，正好被发现钱包丢失正
在找寻的韩先生遇到了。
“那一
刻除了失而复得的喜悦，更多
的是感恩和感动。
”
韩先生说。
同样拾金不昧的故事也在
47 路公交驾驶员于江林的身上
上演。5 月 23 日晚上 7 点，乘客
王女士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
了福泰场站的电话号码，并连
夜打车来到场站寻找自己丢失
的钱包，但几经找寻未果后失
望而归。24 日晚上，于江林师
傅在收拾车辆卫生时偶然在车
座缝隙里面发现了王女士未找
到的钱包，内有现金、社保卡、
身份证等贵重物品，于师傅立
即将钱包上交。第二天一早，
场站调度联系上了王女士，
“我
都绝望了，以为找不到了，结果
热心的公交师傅帮我找到了，
真的太感动了！”
广告

烟台夏季惠民车展备足车型，
让市民一站式购车
“一听说烟台推出了汽车消
费券，我特意定了 5 月 28 日 12
点的闹钟，没想到一下子就领到
了。”家住莱山区的杨先生一直
心仪一款新能源轿车，
“ 迟迟没
买的原因就是在等优惠政策，结
果真的来了。”记者昨日拨通杨
先生电话时，他兴奋地告诉记
者：
“6 月 16 日就是咱们的夏季
惠民车展，刚好可以使用消费
券，
这一下真是省了不少钱。
”
像杨先生这样的“买车观望
族”并不在少数。日前，烟台市

商务局召开烟台市汽车惠民消
每辆车发放 4000 元消费券；购
费券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此次
置 10 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
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实施细
3000 元消费券。对在烟台市内
则，发布汽车惠民消费券活动时
购置燃油乘用车（二手车除外）
间、对象和发放标准，让很多人
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购置 20
燃起了消费热情。
万元（含）以上的，每辆车发放
据了解，本次汽车惠民消费
5000 元 消 费 券 ；购 置 10 万 元
券最高为 7000 元/张。对在烟 （含）至 20 万元（不含）的，每辆
台市内购置新能源乘用车（二手
车发放 3000 元消费券；购置 10
车除外）并上牌的个人消费者， 万元以下的，每辆车发放 2000
购置 20 万元（含）以上的，每辆
元消费券。对报废旧车购置新
车发放 6000 元消费券；购置 10
车（二手车除外）的消费者，在享
万元（含）至 20 万元（不含）的， 受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每辆车发

放的消费券金额增加 1000 元。
乘着消费券发放的东风，烟
台夏季惠民车展将展出丰富的车
型，
供市民选购。记者了解到，
这
些车型中，既包含宾利、兰博基
尼、阿斯顿·马丁等豪华车型，还
有宝马、奥迪、捷豹、路虎、保时
捷、
雷克萨斯、
英菲尼迪等高端品
牌及大众、
丰田、
别克、
标致、
起亚
等合资品牌，
更有WEY、
哈弗、
领
克、比亚迪等自主品牌。除了燃
油车外，还有高合、广汽埃安、非
凡、睿蓝、合创、创维、岚图、比亚

迪、
蔚来、
小鹏、
理想、
赛力斯等众
多新能源品牌汽车集体亮相，车
展主办方为此特别设立新能源车
展区，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行业
新技术和新趋势。
此外，在 2022 烟台夏季惠
民车展上，组委会延续往年惯
例，继续推出“订车抽奖”
“ 报名
有礼”
等活动。观
望的市民还在等
什么？赶快领券
领门票，
参加车展
吧！
（刘晋）
扫码领取免费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