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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与与中中国国航航天天十十二二院院战战略略合合作作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张

琪) 7月11日，烟台市与中国航
天第十二研究院联合举行军民
融合座谈会暨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市委书记孟凡利陪同
有关活动。中国航天十二院总
顾问、解放军总后勤部原政委
张文台上将，中国航天十二院
院长薛惠锋出席活动。市领导
张永霞、王中参加活动。

座谈时，张永霞简要介绍
了烟台市基本情况。她说，烟台

是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
之一，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实力
较强，特别是工业基础深厚、结
构合理、门类齐全，推进军民融
合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中
国航天十二院是推进国防领域
军民融合技术市场化的排头
兵，具备雄厚的人才技术优势。
烟台将认真贯彻落实双方签订
的战略合作协议，搭建合作平
台，优化服务环境，推动更多科
技成果在烟台实现产业化，共

同谱写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新
篇章。

张文台充分肯定了烟台经
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军民融合工
作取得的成绩。他说，烟台有着
悠久历史、丰富资源、深厚产业
基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
著成绩，为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创造了良好条件。放大中国航
天技术优势，服务地方产业转
型升级发展，是实现“强军梦”
和“富国梦”的重要途径。希望

军地双方进一步健全沟通协作
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牵
引，采取政府搭台、技术唱戏、
企业运作模式，尽快实现更多
项目对接落地，打造军民深度
融合发展的示范城市。

薛惠锋说，中国航天十二
院将充分发挥自身的科技实
力、特色技术、人才队伍和资质
品牌优势，努力使更多的航天
资源和研究成果实现军地共
享，为促进烟台经济转型和社

会进步提供全面服务，助推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签约仪式上，张永霞与薛
惠锋签订了《烟台市人民政府
与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航天(国防)军民融合产业中心
建设、智慧烟台建设、节能环保
和环境优化、重点领域技术转
化、航天科学普及、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为
更准确摸清公众对食品安全的
关注焦点和热点，根据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城市和食品安全宣
传周的有关要求，从6月份开始
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
全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食品安
全“你点我检”调查活动，目前
调查结果出炉，反映问题较多
的是韭菜、西红柿、酱腌菜、豆
芽、果脯、鱼、水产制品、坚果炒
货、糕点等。

本次“你点我检”调查活动
分现场问卷调查和网上调查两
种形式，现场调查在全市范围
内87个商超进行，分发调查问
卷共计3000份。网上调查则在
市局网站以及本地一些媒体网
站的醒目位置设置“你点我检”
投票栏目。

这次投票活动共分10个板

块，分别为肉及肉制品、蛋及蛋
制品、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及其
制品、水产及制品、粮食及其制
品、其他预包装食品、特殊食
品、散装食品、风险较高的食品
场所，参加网上点击人次为976
人次。

现场问卷统计结果为：肉
及肉制品占比为8 . 12%，蔬菜及
其制品占比为28 . 31%，水果及
其制品占比为11 . 31%，水产及
制品占比为14 . 96%，粮食及其
制品占比为4 . 75%，其他预包装
食品占比25 . 26%，蛋及蛋制品
占比 3 . 0 6 % ，散装食品占比
4 . 23%。反映问题较多的是韭
菜、西红柿、酱腌菜、豆芽、果
脯、鱼、水产制品、坚果炒货、糕
点等，不安全场所依次为农贸
市场、超市、大型商超。

从网上点击调查结果来
看，其他预包装食品网上点击

为213人次，属于点击次数最多
的食品。具体结果如下：肉及肉
制品网上点击为68人次，占总
人次的6 . 97%。列前三位的是生
鲜猪肉26人次，占比38 . 24%；熟
肉制品20人次，占比29 . 41%；生
鲜羊肉11人次，占比16 . 18%。

蔬菜及其制品网上点击为
195人次，占总人次的19 . 98%。水
果及其制品网上点击为141人
次，占总人次的14 . 45%。水产及
制品网上点击为116人次，占总
人次的11 . 89%。粮食及其制品
网上点击为51人次，占总人次
的5 . 23%。其他预包装食品网上
点击为213人次，占总人次的
21 . 82%。

下一步，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将根据投票情况，有针
对性地组织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并公布抽检信息，及时回应
公众关切，引导公众合理消费。

市食药监公布“你点我检”调查结果

蔬蔬菜菜及及其其制制品品抽抽检检呼呼声声最最高高

近期浒苔侵袭烟台市南部海域，绿潮覆盖面积15平方公里，分布面积1630平方公里，未对海水水
质造成影响。黄海海域浒苔绿潮继续向偏北方向漂移，受风向和潮流影响，在海阳部分海域形成绿潮
涌上岸边。目前当地已经启动《2016年沿海浒苔灾害处置工作方案》，力争将浒苔造成的影响减小到最
低程度。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影报道(航拍图片与爱飞翔遥控模型俱乐部共同完成)

本报7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焦兰清 通讯员 肇军

冯岩) 烟台市人力资源
市场为了更好地满足企业用
人和求职者求职的需要，定
于7月14日(星期四)举行“烟
台市专业技能人员招聘会”。
招聘会中有100多家企业通

过现场招聘、委托招聘、网络
招聘的形式招聘所需的各类
人员，提供各类就业岗位600
多个，招聘岗位主要有质检
员、保管员、办公文员、财务
会计、物业管理、平面设计、
机械工程等6 0多个专业工
种。

周周四四有有场场招招聘聘会会
660000多多个个岗岗位位等等你你来来选选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张
琪 通讯员 赵烽) 从烟台
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获悉，今
年暑运自7月下旬开始，至8月
底结束。在此期间，全市计划
日均投放2300部大巴车，汽车
总站等客运企业也将开通互

联网、微信等多渠道购票模
式，方便旅客出行。

烟台市运管处客运一科
工作人员介绍，暑期客流以
学生流为主，预计客流高峰
出现在7月22日至27日，8月25
日至29日。

烟烟台台全全力力备备战战暑暑运运
日日均均投投放放22330000部部大大巴巴

浒浒苔苔侵侵袭袭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为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推进“食安烟台”建设，提
高烟台市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烟台市食品安全规划
(2016—2020)》(以下简称《规
划》)出炉，《规划》对食品安
全提出七大要求，食品抽检
总体合格率稳定在98%左右。

首先，食品抽检总体合
格率稳定在98%左右，其中食
用农产品种养殖环节稳定在
99%左右，生产加工环节稳定
在97%左右，流通环节稳定在
98%左右，餐饮消费环节稳定
在96%左右。

其次，食品抽检检验量
达到4份/千人·年以上，覆盖
100%的食品类别，其中蔬菜、
水果等农产品抽检检验量达
到3份/万吨·年以上，问题发

现处置率达到100%；高效、安
全、经济和环境友好型农药
使用占75%以上，高毒、高残
留品种降至2%以下；市、县、
乡三级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执
法机构基本装备标准化配置
率达到90%(执法人员移动执
法终端、现场取证设备配备
率达到100%)以上。

另外，100%的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落实自查制度，90%
以上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
施分级分类管理。所有县(市)
全部建有针对化学污染物、
食品中非法添加物以及食源
性致病微生物的监测点与疾
控机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基
本覆盖市民日常主要食品，监
测范围覆盖扩大到全市总人
口的90%以上。进口食品境外
出口商、代理商及国内收货人
备案覆盖率达到100%。

食食品品抽抽检检总总合合格格率率
要要稳稳定定在在9988%%左左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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