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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走访慰问
高龄老人和困难老人
本报讯 !!"# 记者" 在全省第 23
个老人节到来之际，
市委副书记郝德军、
副市长王国群在市直有关部门和莱山
区、
芝罘区负责同志陪同下，
分别走访慰
问了市区部分高龄老人和困难老人，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节日的祝福。
昨日上午，市委副书记郝德军来到
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岱山社区、海滨社
区，先后看望了 75岁的老党员陈世顺
和抗美援朝 “孤胆英雄” 吕松山的遗
—79岁的徐桂兰老人。郝德军详
属——
细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送去慰问
品和慰问金，并嘱咐有关部门做好帮扶
工作。郝德军强调，尊重和关爱老年人，
使他们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9日上午，副市长王国群走访慰问
了芝罘区百岁老人杨明运和困难老人
王传筠，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王国
群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里的
生活情况，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关心高
龄老人的生活，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
确保他们生活幸福，
安享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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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本报讯!!"# 记者 夏丹 通 讯 员 孙 冬
青 崔洪举" 我市将全面实行机关事业单位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凡纳入我市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离退
休人员的统筹项目内养老金，自今年 11月
起全部实行社会化发放。这是记者从日前召
开的市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
作现场会上得到的消息。
根据规定，我市将建立金融机构代发养
老金制度，各经办机构要为纳入统筹范围内
的离退休人员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个人存取
款账户，
并按月将其养老金足额拨付到账。
实行社会化发放后，养老保险费实行全
额缴拨的结算方式。各参保单位要按月将参

保职工的养老保险费全额缴纳至各级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今后，
各参保单位将与各级经办机构签
订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责任书，确保按时足
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各级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将搞好资金测算；各级财政部门
要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养老金，确保社会化
发放工作的顺利实施。
与此同时，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采
取有效措施，加大征缴力度，确保社会保险
费及时征缴到位。对逾期不缴社会保险费
的，养老保险按日加收应缴保险费总额千分
之五的滞纳金，其他险种按日加收应缴保险
费总额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对拒不缴纳的，

本报 讯 !!"# 记 者 侯 召溪 通 讯
员 孙 立先 " 记者昨日从市住建局质监

!新安杯"乒乓球赛
昨日落幕
本 报 讯 !!"# 记 者 " 昨日上午，由
毓璜顶商会、市房地产商会联合举办的
“新安杯”乒乓球赛在我市闻涛山庄舒
氏体育会馆完美谢幕。
毓璜顶商会下属的十几家单位的
三十多名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经过精
彩的循环赛、淘汰赛。本次比赛的冠名
单位，烟台新安总医院取得佳绩。

昨天!一种 由我市企业 自主研发的
纯电动车亮相国际博览中心" 这种电动
车用椭圆形的透明玻璃包裹着 !整个车
长 !"! 米 # 高度有 $"% 米左右" 该车电机
功率 %&& 瓦!最 高时速 '& 公里 !一次 充
电可跑 (& 公 里! 很适合居家过日子使
用"
!"# 记者 董方义摄

昨 晚 !市 区 天 天 渔 港 北 侧 !一 辆 面
包车自燃了" 消防队员分析!自燃疑与
电线老化有关" !"# 记者 云全摄

要运用行政、
法律等各种手段予以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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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指纹领养老金
全面实行养老金社会 化发放后!将在 确
保基金安全完整和保证服 务质量 等方 面!进
一步加强监督"
我们建立完善了指纹 年检#养老金领 取
资格 认 证 #异 地 协 查 #欺 诈 冒 领 处 罚 等 一 系
列防冒领监督制度!各县市区在防冒领方 面
做得都很好!每年都能查处 一些 冒领养老 金
的问题!保证了基金的安全"

中韩企业家 相聚美食节

华夏传媒大厦
获得省建设厅好评
站获悉，省建设厅对华夏传媒大厦进行
现场质量与安全大检查。工程观感质量
抽查实体 12项，质量均达到合格；工程
资料抽查 36项，均符合规格标准要求。
省建设厅对该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工作给予了极大肯定。“华夏传媒大厦
对提高全市工程质量水平，加强工程质
量通病的防治，确保工程结构安全和使
用功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市质
监站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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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友人打糕$

私人帆船轿车价

本报讯!!"# 记 者 宋 晓娜 "昨晚，
韩国京畿道美食节暨第七次韩中经济
人亲善交流会在东山宾馆举行。150余
名韩国企业家与我市政府、企业届人士
共聚一堂，品尝韩国传统美食，欣赏中
韩传统表演。
本次美食节所用的食材均来自韩
国，还特意从韩国京畿道地区聘请了李
成淑等 3位资深料理专家来烟。
作为韩国经济中心—京畿道一份
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近年来，韩国京仁
日报在促进烟台和韩国两国间的交流
作出努力，
“本次美食节有助于促进两
地间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京仁
日报社长宋光锡说。

技校生职业资格
鉴定时间敲定

本 报 讯 !!"# 记 者 董 方 义 实 习 记 者
王少萍 摄影 报 道 "1
5日至 17日 3天时间，

本报 讯 !!"# 记者 夏 丹 通 讯 员
王树伟"记者从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获

2010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高端制造业发
展论坛暨博览会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
行，大量船艇产品均首次参展，令观者耳目
一新。
在博览中心 B展馆，一辆白色的帆船
吸引了记者的眼球。经了解，这艘名叫“德
爵” 的休闲娱乐船是烟台开发区一家企业
生产的，长 8米，宽 2.
23米，总重量仅有
1.
35吨，其中有个水中牵坠重达 575公斤，
采用不倒翁原理，能抗 11级风浪，不用 80
万元就可以购买一艘“德爵”使用。客户经
理张先生说：
“这船主要销往欧洲，因为欧
洲人喜欢在海里玩帆船。国内这种高端消
费的市场也开始升温。虽然烟台目前还没
一艘私人帆船，但我们相信烟台的市场前
景非常好。”
80万，也就是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
但是，买了帆船后放在哪里是个难题。张经
理解释，随着城市的发展，烟台也会建立水
上俱乐部，船主只需要交上管理费，即可获
得一个停靠泊位安置帆船。有了自己的船，

悉，全市技工学校、职业中专（高中）
2011年秋季毕业生职业资格统一鉴定
时间及有关事宜现已确定。
此次鉴定考试分理论与实操两部
分。理论考试时间定为 11月 4日 8：
30—10：30，实操考试在理论考试结束
后顺延进行。此次鉴定将涉及维修电
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计算机系统
操作工、船舶驾驶员、中式面点、汽车修
理工等 30多个工种。全市技工学校、
职
业中专 （高中）2011年秋季毕业生，
2010年底毕业生在上半年职业资格统
一鉴定中成绩不合格或因故缺考者，均
可参加本次双应考试。
考试报名采取集体报名的办法，
由各
有关学校将考生的资料汇总后于 11月
20日前分别报所在地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和烟台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鉴定科各 1
份；职业中专（高中）报名由市、县（市
区）教委职教室集中办理，
分别报市、县
（市区）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各 1份。

%烟台造&帆船$

要去青岛、大连等城市的话，开着自己的船
走海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博览会上，大小不一的拖拉圈、橡皮艇
和玻璃钢底充气艇也挺有看点。比如充气
式橡皮艇，几千元一个，几个人可乘橡皮艇
在海边或者湖水中划行，适合水中钓鱼，不
用时可以放掉气，装在一个袋子里。在一家
来自青岛的水上用品公司展位上，1800元
一只的皮划艇和 900元一个的新式游戏圈
引来不少游客问询。

!保险官司"何以胜少败多#
本报讯!!"# 记者 林靖凯"昨日，
市保
监局、市保险行业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
51家保险公司高管首次与法院人员面对面
座谈。起因是，
在 2009年到 2010年 8月期
间，保险行业共发生诉讼案件 4349起，在
法院判定后往往胜少败多。保险公司胜诉
了，市民不理解自己败诉的原因。相反，保险
公司败诉了，不理解败诉的道理。
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保
险公司胜诉案件中，多数投保人是因为对条
款中类似免责、
免赔以及合同中有特殊要求
的字句理解不充分，在诉讼过程中有利于保

险公司。同时，保险公司的败诉案件中，以保
险员代替投保人签字产生的纠纷居多。
“部分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中不规范
是导致保险纠纷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中
院二庭庭长孙永全表示，一些从事保险业务
人员对投保人往往做出过多承诺，但对于保
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却不详细讲解，从而埋下
了纠纷的隐患。
“看过保单的市民都知道，保险合同中
规定有关保险人（保险公司）责任免除条款
的，
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
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

力。”刘光锐法官表示，这个“明确说明”的
方式就很不具体，说明是以口头还是书面方
式进行，没有规定，一旦发生纠纷，保险公司
说已“明确说明”，而被保险人却说“我不
知道”，这样的纠纷法院就很难断。
同时，对保险术语理解不充分，举证责
任分配不合理等方面也提高了法院审理的
难度。“部分保险公司被上诉后，多数都抱
着“宁判不调”的心态，不愿调解。”刘光锐
表示。
为了避免不必要纠纷的产生，市保监局
将建立定期沟通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