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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利在部分驻烟高校调研时指出

紧紧密密联联系系深深度度合合作作互互惠惠互互利利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张琪)

9月9日上午，在第31个教师节来临
之际，市委书记孟凡利在市委副书
记王继东，市委常委、秘书长李树
军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
下，到部分驻烟高校进行调研，向
广大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祝贺，希
望驻烟高校与地方建立更加紧密
的联系，深度合作、互惠互利，携手
开创校地共同发展的美好明天。

孟凡利首先来到烟台大学，
认真听取了学校总体情况介绍，
实地察看了新校史展厅，对学校

发挥与北大和清华合作共建优
势、走特色办学之路的做法，给
予充分肯定。在山东工商学院，
孟凡利详细了解校区规划建设
情况，要求有关部门积极支持配
合学校搞好校区建设，为学校更
好更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滨
州医学院，孟凡利仔细察看了医
药研究中心，对学校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规模化，表示赞赏。在鲁东大学，
孟凡利实地察看了船舶与海洋
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希望进一步

紧贴烟台产业发展方向，加大海
洋人才培养力度，更好地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

调研期间，孟凡利指出，驻
烟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实施
创新的基地，是我们最可宝贵的
资源。近年来，驻烟高校立足本
职、主动作为，自觉把学校发展
融入地方经济社会主战场，充分
发挥基础科学研究、高新技术创
新、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主力
军作用，积极把高校知识创新力
转化为地方核心竞争力，为烟台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当前，“蓝黄”两区、

“一带一路”和中韩自贸区建设
等国家战略在烟台叠加实施，为
地方和驻烟高校发展提供了千
载难逢的重大机遇，希望校地双
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加大合
作力度、深化合作层次，努力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孟凡利强调，支持高校建设、
服务高校发展，事关全局、事关长
远。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为高
校服务就是为自己服务、就是为

长远发展服务”的意识，急高校之
所急、解高校之所需，积极帮助驻
烟高校解决实际问题，主动向高
校提供各方面服务。要依托驻烟
高校，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院
所的战略合作，吸引更多的科研
机构来烟台落户、更多的专家学
者在烟台聚集、更多的科技资源
向烟台投送，真正把烟台打造成
创新发展的高地。各类企业要加
强与驻烟高校的产学研合作，主
动承接高校的科研成果，努力实
现借力发展。

市市区区2200年年不不拉拉路路限限电电创创纪纪录录
今年前8个月，全市全社会用电量完成288 . 13亿千瓦时，居全省第二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柳
斌) 天气再热，烟台也未拉路
限电。9日，在烟台供电迎来供
电服务承诺20周年之际，烟台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烟台
实现了市区“不拉路限电”这一
承诺，在全国保持了市区不拉
路限电的最高纪录。今年1-8月
份，全市全社会用电量完成
288 . 13亿千瓦时，居全省第二
位。

“配电线路是将电力送到
配电变压器或客户的线路。当
10千伏配电线路受检修等影响
需要停电时，往往‘一拉一条

线，一停一大片’，给客户生产
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烟台市供
电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1995年，烟台供电
公司作出了“限电不拉路”的承
诺，10千伏线路带电作业成为
实现这一承诺的重要手段。在
这之前，10千伏等电位带电作
业一直是带电作业领域一个无
法突破的难题。1998年，李红新
成功突破这一难题，成为全国
1 0千伏等电位带电作业第一
人。

在今年夏天持续高温天气
下，全市电力负荷连创新高，最

高负荷达到624 . 6万千瓦，并连
续保持590万千瓦左右的高负
荷运行，给电网安全运行、电力
可靠供应等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严峻的供需形势，烟台供
电公司通过多项措施确保了全
市电力稳定可靠供应。1-8月
份，全市全社会用电量完成
288 . 13亿千瓦时，居全省第二
位；公司实现连续安全生产突
破5300天，创历史最好纪录。

面对“十三五”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常态、新要求，烟台
将在全市新扩建500千伏变电
站2座、220千伏变电站17座、

110千伏变电站48座，新增改造
1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1963

公里，全市电网新增变电容量
1238万千伏安，满足“十三五”
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
需求。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年
中，全市将再新建改造配电变
压器1403台、中低压线路2382

公里，基本解决全市配农网重
过载问题。

据了解，全市已建成城市
电费交费点1136个、农村交费
点2078个，基本建成城市“十分
钟交费圈”，实现农村“村村设
点”。

烟烟台台市市育育婴婴师师、、催催乳乳师师规规范范化化培培训训1199日日开开班班
20-55岁市民皆可报名参加

本报9月9日讯 (通讯员
吴昊 记者 孔雨童 ) 为提
升烟台市育婴师、催乳师、月
嫂等母婴服务人员的服务质
量与服务水平，由烟台良源母
婴护理服务有限公司举办的

“烟台市育婴师、催乳师规范
化培训”将于9月19日至20日
在滨州医学院举行。届时，滨
州医学院和烟台各大三甲医
院的母婴专家将系统地教授
产妇护理、催乳、婴儿喂养、洗
澡、抚触、营养配餐、手卫生等

月子护理课程。每位参加人员
将获得培训结业证书。学习优
秀的催乳师将可签约“阳光阿
姨高级催乳团队”。

烟台良源母婴护理服务有
限公司是全国首家实施高校护
理专业母婴培训机构，“阳光阿
姨”是烟台良源母婴护理服务
有限公司旗下的服务中心，是
烟威地区首家拥有护理专业大
学生的品牌服务机构，是烟威
青地区服务品质最专业的一站
式 母 婴 养 老 护 理 服 务 平 台

(www.ygayi.com)，本平台在国
内率先实行母婴全民经纪人模
式，通过线上预定、支付，线下
面试的方式实现母婴行业的
O2O模式。

培训结束后，“阳光阿姨”
作为良源母婴护理服务公司
专业母婴护理中心，将举办烟
台市“好阿姨，好生活”推介
会，邀请广大产妇及家属与阿
姨“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
流，同时评选出心目中的好阿
姨。

凡20周岁以上，55周岁以
下想获得一份职业技能和职业
保障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参
加培训的人员经考核合格后，
将颁发培训证书，并可签约“阳
光阿姨”。学习优秀的催乳师将
可签约“阳光阿姨高级催乳团
队”。
报名咨询热线：0535-2112156/
13589754661

报名地点：烟台良源母婴护理
服务有限公司【芝罘区三水大
厦6号楼1802室】(火车站对面)

莱山市场监管局

抽检节日食品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仲惟惟) 在传统节日

中秋佳节以及“十一”黄金周来临
之际，为切实保障群众节日食品安
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秩序，莱山
区市场监管局将强化节前食品安
全监管力度。

自9月6日开始，相继组织开展
了省级、市级和区级食品抽检。三
级食品抽检计划累计抽检120余批
次的食品。其中，月饼、熟肉制品、
鲜冻禽畜肉等节日食品将占总抽
样批次的一半以上，目前抽检工作
正在进行中。

投诉举报电话全天候开通，第一
时间处理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案件。

市政协召开全市

工作经验交流会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蒋大伟)
9月8日至9日，全市政协工作经验

交流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
方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和全省政
协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总结交流
近年来烟台市各级政协组织在履
职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新方法，
分析研究当前政协工作中面临的
新情况、新问题，探讨加强和改进
政协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

开发区5条公交

恢复原路线运行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迟晓玲) 记者从开发

区政务中心交通窗口获悉，珠江路
与天山路路口具备通车条件，即日
起，因此路段施工绕行的22、28、
205、206、210等5条公交线路恢复原
线路运行。线路恢复后，5条线路不
再绕行华山路，恢复原线路行驶，
请居民注意出行乘车。

送健康到家

9日上午，在莱阳市万第镇前岚子前村村委办公室，来自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的主
任医师携带血糖仪等专业设备为村民们进行爱心义诊，烟台康源医药连锁公司为村民
们带去一万余元的感冒药、膏药等常用药品，现场为村民们免费发放。据统计，当天上
午，共有360余人接受了爱心义诊，建立健康档案130份，免费发放各类药品1300余件，总
价值1 . 1万余元。 通讯员 宋晓玲 李庆盛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

老师辛苦了

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
生会全体成员为感恩教师，为亲
爱的老师们献上了别具新意的教
师节礼物——— 创意永生花相框。
老师们用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收到
来自学生们的祝福，简便创意又
带着丝丝温馨。 本报记者 李
大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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