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处罚人：青岛泰科达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MA3CG-

BL98Y，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新源路 3 号，电

话：13370858612，法定代表人：郝代荣，性

别：男，民族：汉族）

我局依法查明，你单位从业人员 1 人

(陈佳琪，女，19岁)不能提供健康查体证明。

2022年7月27日，青岛市崂山区卫生健康局

执法人员至青岛和润堂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门诊部进一步核查，发现陈佳琪的体检

日期是 2022 年 6 月 23 日，发证日期为 2022

年6月25日，晚于执法人员检查日期。

你单位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参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二百七十九条轻微情形的规定，本机

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

伍佰元（500.00）整的行政处罚。

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通

过扫描青岛市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上的

二维码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

《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6个月内向崂山区人民

法院、市南区人民法院、李沧区人民法院或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

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文号：青崂卫公罚〔2022〕026号

青岛市崂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9月21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青岛泰科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社会

信用代码：91370212MA3CGBL98Y，地址：

青 岛 市 崂 山 区 新 源 路 3 号 ，电 话 ：

13370858612，法定代表人：郝代荣，性别：

男，民族：汉族）：

我局依法查明，你单位从业人员 1 人

(陈佳琪，女，19 岁)不能提供健康查体证

明。2022 年 7 月 27 日，青岛市崂山区卫生

健康局执法人员至青岛和润堂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综合门诊部进一步核查，发现陈佳

琪的体检日期是 2022年 6月 23日，发证日

期为 2022年 6月 25日，晚于执法人员检查

日期。

你（单位）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第七条、《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参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第二百七十九条轻微情形的规定，本机

关拟对你单位作出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伍

佰元（500.00）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你（单位）享

有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可在

2022 年 9 月 24 日前到青岛市崂山区银川

东路 9 号崂山湾大厦 605 房间进行陈述和

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文号：青崂卫公罚告〔2022〕026号

青岛市崂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9月21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青岛泰科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社会信

用代码：91370212MA3CGBL98Y，地址：青岛

市崂山区新源路3号，电话：13370858612，法

定代表人：郝代荣，性别：男，民族：汉族）

2022 年 06 月 21 日，青岛市崂山区卫生

健康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投诉后至青岛泰

科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你单位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

置安全套发售设施，也未见防艾宣传资料以

及安全套领发相关记录。

以上行为违反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六十一条以及参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二百八十八条轻微情

节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五条规定，你（单位）享有

对此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可在 2022

年 9 月 24 日前到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 9

号崂山湾大厦 605房间进行陈述和申辩，逾

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文号：青崂卫公罚告〔2022〕027号

青岛市崂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9月2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处罚人：青岛泰科达酒店管理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12MA3CGBL98Y，地址：青岛市崂

山区新源路 3号，电话：13370858612，法定

代表人：郝代荣，性别：男，民族：汉族）

2022年06月21日，青岛市崂山区卫生

健康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投诉后至青岛泰

科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发

现你单位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

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也未见防艾宣传资

料以及安全套领发相关记录。

以上行为违反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二十九条的规定，依据《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六十一条以及参照《山东省卫生健康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二百八十八条轻微情

节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青岛市崂山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6 个月内向崂山

区人民法院、市南区人民法院、李沧区人

民法院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起诉，但不得

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

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文号：青崂卫公罚〔2022〕027号

青岛市崂山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9月21日

早报9月 21日讯 金融是现代经
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业已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2 日，在青岛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
青岛市中心支行、青岛银保监局等部门
的支持和指导下，由青岛报业传媒集团
主办、青岛早报承办的“金安青岛 共建
美好”金融巨报展将在市北区合肥路永
旺广场重磅推出，开幕式上将同时发布

“社会责任担当”金融机构名单。
21日晚，记者在合肥路永旺广场看

到，巨报展的搭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
行中，搭建人员忙着对已组合好的画面
进行检查调试。此次金融业巨报展以

“金安青岛 共建美好”为主题，共展出近
50幅巨报画面，包含“金融知识普及”和

“高质量发展成效”两部分内容。一部分
内容展示青岛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
青岛市中心支行、青岛银保监局等主管
部门在打造安全、惠民、舒心的金融消费
环境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另一部分内
容通过青岛早报巨报版面，以点带面，展

示工商银行青岛分行、交通银行青岛分
行、青岛银行等岛城众多金融机构在服
务、创新和财富管理等方面的作为成就，
并承载着为“共建美好”持续贡献金融力
量的责任担当。

虽然搭建时间已到深夜，但整齐划
一、色彩清晰、布局明了的巨型精美画
面，依旧吸引了多名下夜班的市民围
观。“学到了！以后我绝对不会出借、出
售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和支付账户等，
以免被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利用。”正在观

看金融反诈宣传知识的市民祝先勇说。
近年来，青岛早报联合青岛市各级主

管部门及社会各界，已成功策划举办了多
次主题巨报展，这种集城市公益宣传、知
识普及、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创新载体形
式，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广泛赞誉，每次巨
报展都成为市民学习知识、游览打卡的

“现象级”活动。本次金融巨报展将持续
至 9月 24日，市民可到市北区合肥路永旺
广场参观打卡。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早报9月21日讯 9 月 22 日是“世
界无车日”，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近日
开展了“畅话低碳非凡十年 绿色出行一
路相伴”暨世界无车日专题活动。活动
推出 6 辆“绿色出行示范车”，多角度展
示城市绿色出行10年之变，引导市民自
觉自发关注、支持、践行绿色出行方式，
引领城市绿色风尚。

活动现场，公交集团市南巴士公司
为6辆“绿色出行示范车”授牌。这些示
范车分属不同线路，摆放统一宣传标
识。绿色出行宣传月期间，车辆将搭载

“青岛巴士 一路相伴”志愿者，以“一线
一题”的方式，围绕出行低碳化、系统智
慧化、设施适老化、线网生活化、活动多
元化、服务无障碍化等 6 个方面开展主
题宣讲，与乘客进行趣味互动，引导市民
回忆公交方面多措并举推动城市公共交
通向绿而行的特色化发展之路。

“6辆示范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展
示近年来青岛公交绿色发展成果，是城
市绿色出行的流动课堂。”市南巴士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黄杰介绍，公司将借此
活动展示绿色出行的切实利好，鼓励更
多市民自觉自发地关注和选择公共交通
等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出行方

式，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和推崇。同时，
6辆示范车将广泛征集市民对绿色出行
的意见和建议，志愿者收集反馈后，公司
将选择其中的合理化建议形成项目，开

展攻坚，反向推动服务高品质提升和绿
色出行高质量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通讯员 韩尧钰 摄影报道）

早报9月21日讯 近日，青岛市
第 12个“无偿献血推动月”暨第 20个
公务员献血日活动圆满结束，全市共
有 5238 人参与活动，累计献血量达
181.36 万毫升。青岛市直机关工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红十字会于8月1日
至 31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青岛市
第 12个“无偿献血推动月”暨第 20个
公务员献血日活动。政府各级部门、
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等 120 家爱心
单位加入到无偿献血的爱心接力中
来。8 月 16 日，恰逢青岛市公务员献
血日设立10周年重要节点，第20个公
务员献血日启动仪式在市级机关会
议中心举行，全市 280 名公务员参与
献血89700毫升。当前青岛市血液库
存仍处于低位运行状态，在此呼吁更
多爱心市民和企事业单位能够积极
行动起来，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
救不可重来的生命，为健康青岛贡献
一份热血力量。（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首席记者 孙启孟 通讯员 付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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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巨报展 约你来打卡
“金安青岛 共建美好”金融巨报展今天在合肥路永旺广场举办 展览持续到9月24日

6辆“绿色出行示范车”驶上街
多角度展示岛城绿色出行10年之变

5238名“热血市民”
献血181.36万毫升

公交集团工作人员给乘客送上绿色出行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