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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个企业和单位荣登
“典范莱西”
榜单

“典范莱西”盘点评选活动荣耀揭榜，5万余人次参与活动
□半岛记者

邬明洋

2018 年 12 月 7 日起，半岛都市报
《莱西新闻》
发起了“典范莱西”年终盘点
评选活动，
候选榜单发布以来，广大市民
以及各行各业的商家参与热情空前，纷
纷通过电话、
微信、邮寄报纸等多种方式
参与投票，到2018年12月31日，所有投
票渠道已关闭，本报微信公众号莱西V
视（bdlaixi）累计投票数超4万票，后台
留 言 1 0 0 0 余 条 ，8 0 0 余 位 读 者 拨 打
83961002进行了电话投票，本次活动共
计5万余人次参与。根据流程，市民投票
结束之后，
专家团结合得票情况、参选对
象材料、社会客观评价、评选标准等，按
照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评选出最终奖
项得主，最终 41 个企业和单位荣登“典
范莱西”
盘点评选活动最终榜单。
半岛都市报《莱西新闻》一直秉承

“传递民声民意、关注民生民益、倡导文
《 莱西新闻》
明和谐”的理念。七年多来，
及其微信公众号高密度覆盖莱西市城
乡，是莱西市当地发行量最大、信息量
最大、新闻最好看、信息最权威、内容
最 贴 近 生 活 的媒体，深受读者喜爱和
支持。每一个成绩，都融含着读者和客
户的信赖、关心帮助。懂得感恩、知道
回报，才会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
才会走
得更远。
在经济繁荣的今天，同类产品多如
牛毛，有效推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媒
体，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占有不容置疑
的优势。
据了解，
“典范莱西”
年终盘点评
选活动的启动旨在给金牌客户、诚信商
家、优秀品牌，搭建一个展示风采、与本
报读者、消费群体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评
选类别包括，公共服务机构、地产、
商场、
医院、
教育、金融、
通讯及服务类单位（物

业公司等），几乎囊括了莱西市各行各
业。在所有行业中，其中地产、健康医疗
机构、商超商家、通讯、驾校类投票最为
踊跃，到投票结束，仅在微信投票终端，
紫悦府地产的投票就达到了3725票，投
票数过千的地产项目还有梦想望城等楼
盘，莱西市人民医院的投票数接近3000
票，
莱西市立医院、
莱西市中医医院的投
票数皆超过2000票，利客来、良茂等商
超的投票接近2000票，通讯类中国移动
投票数接近3000票，教育类金贝幼儿园
投票数高达3280票，教育类其他候选榜
单投票数也基本都过千。除了微信投票
终端，许多读者通过电话 83961002 和
邮寄报纸的方式投票，这其中盛泰、天
泰、
奥特·君悦湾等楼盘也得到了读者的
强烈推荐。
“我们一直致力于给老百姓提供良
好的就医环境而努力，我们医院最近也

在开展走百村进万家大型义诊活动，我
们也想通过你们这次评选活动，来提升
我们医院的群众满意度。”莱西市人民医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打造莱西典范的人
居环境则是我们地产项目一直追求的目
标，你们的这次评选活动拉近了我们地
产与业主的距离，很有意义，今后这样的
活动我们也会积极参加。”紫悦府地产的
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据介绍，评选活动以诚信服务力、创
新贡献力、生活影响力、市民欢迎度等为
评鉴指数，注重参选者的经济贡献、服务
行为、公益事业、公众形象、产品质量等
为核心评选标准进行评选。根据投票结
果显示，莱西有一大批脚踏实地做好产
品、尽职尽责做好服务的经营实体、服务
机构，他们也得到了广大市民及网友的
认可。赶紧来看看您所支持的企业或单
位上没上榜吧。

“典范莱西”
盘点评选活动最终榜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公司
阳光财产

■房产
紫悦府（青岛豪都置业有限公司）
梦想望城（青岛鸿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福瀛苑地产（青岛福韶置业有限公司）
林语家园
天泰·时光印象（青岛莱西市电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奥特·君悦湾（青岛奥特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健康医疗机构
莱西市人民医院
莱西市市立医院
莱西市中医医院
莱西市南墅中心卫生院
莱西家云博恩口腔

■金融机构
青岛莱西元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西支行
农商银行

■教育
金贝幼儿园
莱西智慧熊幼儿园
海丽尔幼儿园
叶瑞财记忆学培训学校
双华艺校

商超商家：
青岛良茂凯悦百货有限公司
青岛利客来集团莱西购物有限公司
TATA木门三木店
■公共服务机构
国家电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莱西市供电
公司
青岛交运莱西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青岛金莱热电有限公司
■物业公司
豪邦物业
地都物业
天泰物业
齐家物业

豪瑞物业
宏远物业
■驾校
顺平驾校
运安驾校
■通讯
中国移动青岛莱西分公司
中国联通青岛莱西分公司
■汽车
吉利汽车、东风本田、东风日产（青岛敏
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众泰汽车（青岛航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2018年全市接110报警15万次

莱西市公安局开展以“警民牵手110，共创平安迎大庆”
为主题的第33个110宣传日
□文/图

半岛记者

谢浩军

2019 年 1 月 10 日是第 33 个“110”
宣传日，此次宣传日主题是“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迎大庆”。据悉，2018年莱
西市110接警15万次，其中受理群众报
警求助 1 . 4 万余次，交通事故 1 . 5 万余
次，救助群众3万余人次。10日上午，莱
西市公安局在月湖广场开展了宣传活
动，共组织指挥中心、刑侦大队、治安大
队、
交警大队、
禁毒大队、
经侦大队、
法制
大队和部分派出所警力10余人，发放宣
传材料 4000 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500余人次。
民警在现场向路过的群众发放宣传
现场民警
材料，
并且解答了群众的疑问。
说，虽然大家都知道有困难该打110，但
是有的市民对110报警服务台受理范围

不是很清楚，
现场通过宣传材料，很多市
民清楚了解了 110 报警服务台受理范
围。民警还告诉市民，在拨打 110 报警
时，注意110接警员提示的要点,按接警
员的提示回答问题。讲明所报警情发生
的地点、时间、目前状况、报警事由和联
系方法，如实反映事件的实际情况,不夸
大，不歪曲。拨打110后,也一定要保持
通讯畅通,以便公安民警随时与报警人
联系。
此次宣传活动，指挥中心、刑侦大
队、治安大队、交警大队、
禁毒大队、
经侦
大队、
法制大队以及派出所警力参与，
不
同部门根据自身的特点，向市民讲解相
关注意事项。采访中，半岛记者了解到，
2018年莱西市110接警15万次，其中受
理群众报警求助 1 . 4 万余次，交通事故
1 . 5万余次，
救助群众3万余人次。
通过现

现场向
市民讲解法
规 、发 放 宣
传材料 。

场宣传，
充分展示了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
的良好形象，
进一步拉近了警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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