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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开展商(市)场消防安全整治行动，为期一个月

严严查查安安全全隐隐患患和和消消防防违违法法行行为为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闫

丽君) 为认真汲取“5 . 20”潍坊
灯具城火灾事故教训，自即日
起到6月23日，烟台市公安局将
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商(市)场消防安全整治
行动，全力排查整治商（市）场
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

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为
烟台市所有的商场、超市、农
(集)贸市场、批发市场，检查重
点为建筑消防安全合法性、消
防安全管理、建筑防火、电气
防火、消防安全疏散、消防设

施和培训演练等。全市各级公
安消防、治安、交警和派出所
联合商务、安监等部门将进行
消防安全大检查，并指导单位
开展自查自改、培训演练和隐
患整治。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火灾隐
患和消防违法行为，采取“零容
忍”措施，列出清单，逐项整改。
该拘留的拘留，该关停的关停，
该查封的查封，该重罚的重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绝不姑息手软。

对于商(市)场内存在“三

合一”现象的，责令将留宿人
员迁出，并拆除住宿设施；对
违法乱搭乱建棚房等违章建
筑，设置铁栅栏和安装金属护
栏等影响消防安全疏散和应
急救援的，责令拆除，拒不拆
除的，依法强制拆除，阻碍消
防执法的，提请公安机关依法
行政拘留；对商(市)场搭建的
彩钢板建筑，凡夹心材料燃烧
性能低于A级要求的，一律实
施临时查封，责令更换芯材或
拆除，并通报相关行业部门。

自4月24日起，烟台市消

防部门针对三站市场开展了
消防安全集中治理，成立了由
芝罘区公安分局、三站管委、
消防支队组成的集中整治办
公室，指导市场内所有单位开
展消防安全自查、火灾隐患排
查。消防部门对市场内的17家
重点单位，建筑面积323565平
方米的2 1栋建筑进行了地毯
式摸排，共发现隐患282处。目
前，已清理大型户外广告牌4
块，清理违规业户34家，清理
违规停放车辆74辆，累计清理
疏散通道120余处，市场内消

防车通道已基本畅通。同时，
在市场内推行“智慧消防安全
服务云平台”和“智慧用电”，
截至目前，安装“智慧用电”
118套，各单位“智慧云”系统
已全面投入运行，基本覆盖三
站市场所有单位，极大地提升
了市场用电安全和技防水平。

下一步，消防部门将联合
工商、商务、安监等部门，对全
市范围内的商(市)场进行逐一
排查，并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
消防执法，严厉查处各类消防
违法行为。

杭杭州州余余杭杭区区来来烟烟台台推推旅旅游游
组团旅游最高奖励旅行社50万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秦
雪丽) 5月24日，2017余杭旅游
(烟台)推介会召开，杭州市余杭
区旅游局来到烟台推销旅游资
源，加强两地合作共赢，对于烟
台旅行社组团到余杭游玩，当
地政府还将给予资金补贴和鼓
励。

杭州市余杭区，素有“鱼米
之乡，花果之地，丝绸之府，文
化志邦”美誉，作为一个文化名
区，拥有良渚文化，运河文化，
禅茶文化，底蕴深厚，影响深
远，西倚天目山，南濒钱塘江，

中贯东苕溪和大运河，有10家A
级景区，4A级以上景区6家，四
季皆景，有完善的服务，区内共
有204块旅游交通指引牌、线上
线下信息服务齐全，有24家星
级酒店。

据了解，为鼓励烟台旅游
社向余杭区输送游客，当地政
府还出台了具体扶持政策，对
旅行社组织区外团队来余杭区
收费景区(点)旅游或列入范围
的旅游饭店住宿的(非星级旅
游饭店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
上，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必须

达到国家标准《旅游饭店的星
级划分与评定》三星级饭店必
备项目标准的要求)，按旅行社
年度送客量给予奖励，500(含)-
2000人次部分、2000(含)-5000人
次部分、5000 (含 )人次以上部
分，分别按3元/人次、5元/人
次、8元/人次的标准给予奖励。
在列入范围的旅游饭店住宿
的，按上述送客量取件，分别按
10元/人次、13元/人次、15元/人
次的标准给予奖励，单个旅行
社全年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
元。

客客户户患患病病，，太太平平人人寿寿迅迅速速理理赔赔

湖南邵阳的王先生与妻
子操持着小本生意，考虑到年
龄渐长，王先生在太平人寿湖
南邵阳中心支公司投保了福
利健康重疾保险，保额20万元。

4个多月后的一天，王先
生突然查出患了鼻咽癌。在获

知客户身患重疾后，代理人主
动联系了王先生。太平人寿在
接到客户报案后，以最快的速
度全额赔付王先生20万元人
民币。王先生妻子立即向太平
人寿赠送了一面“顾客至上，
服务周到”的锦旗。

““香香港港武武侠侠皇皇后后””郑郑佩佩佩佩
66月月来来烟烟主主演演赖赖声声川川话话剧剧““一一粒粒沙沙””

本报5月25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郝湘婕) 她
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华
夫人，她还是《卧虎藏龙》中的

“碧眼狐狸”，她的表演深受观
众喜爱，她就是香港著名演员
郑佩佩。时隔十多载，赖声川选
择重排《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
沙》，并且力邀郑佩佩作为该剧
的主演。6月27日，该剧将温情
登陆烟台大剧院。

时隔十多载，赖声川选择
重排《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
沙》，并且特邀郑佩佩倾情出演

“叶樱”一角，携手自己多年的
好友、国际著名剧场舞台及服
装设计Sandra Woodall，以及台
湾剧场灯光设计大师简立人，

共同完成对这部作品的再创
作。

“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工
作的状态，与年轻演员切磋互
动。”郑佩佩说，与观众像老朋

友一样时常见面。
关注“烟台大剧院”“烟台

福山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更
有 九 五 折 优 惠 ，订 票 电 话
6605566、6615566。

因因为为是是““唯唯一一””的的所所以以要要努努力力做做““第第一一””！！

近几年，男科诊疗机构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真正意
义上的(在卫生局备案、审核、
批准的)专业男科医院只有一
家———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因为是‘唯一’的，所以
我们要努力做‘第一’！”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的赵院长笑着
说。说到“第一”在此不得不
和大家说一说。

建院次年就成立了烟台
新安男科疾病研究所，成功
研制出国家专利中药制剂：
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清
泉胶囊”和治疗男性性功能
的“补肾养精胶囊”，在临床
治疗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004年，新安男科医院
率先花860万买下处方权的
中药治疗前列腺制剂川参通
注射液，成为烟台唯一一家
川参通注射液临床应用基
地，掀开烟台中药介入治疗
前列腺疾病的历史。

2005年，北京康普众生
医学研究院胶东地区唯一的
不孕不育临床科研基地落户
新安男科医院，这也预示着
烟台拥有了第一家治疗男性
不育的专业医院。

2007年6月，新安男科医
院被中国名医协会、中国医

疗医药管理协会、中国十佳
诚信医院组委会评为“全国
十佳诚信男科医院”。

2009年，新安男科医院再
获“消费者满意单位”称号，这
是新安男科医院继多次获得
市级消费者满意单位后，连续
第五年再添省级“金字招牌”。

2010年10月，有“中国男
性外科整形手术第一人”之
称的龙道畴教授莅临新安男
科医院，开展了烟台第一例

“龙氏阴茎假体植入手术”。
自此，新安男科医院生殖整
形术从此登上了齐鲁泌尿外
科手术之巅。

2015年4月，新安男科医
院斥巨资从欧洲引进原装“2
微米激光治疗系统”，烟台前
列腺增生治疗达到国际水
平，开创胶东地区微创治疗
前列腺增生新时代。

新安男科医院拥有目前
国际治疗男科疾病最先进的
技术设备：欧洲原装前列腺
增生2微米激光手术系统、太
空舱前列腺智能系统、英国
科特前列腺核磁清腺系统，
法国“爱能”性功能康复系
统、美国显微背神经降敏术，
光离子绣式微雕环切术等。
咨询热线：2996666。

话 剧

《 在 那 遥 远

的 星 球 ，一

粒沙》剧照。

第第一一次次做做不不孕孕不不育育检检查查
你你需需要要注注意意什什么么

第一次做不孕不育检查有哪些是
需要我们注意的呢？今天烟台送子鸟不
孕不育医院专家王文卿主任就来为大
家详细介绍一下。

算好自己的生理期时间(月经期是
不能做检查的)。文卿专家称，以下几项
需要注意。非经期时间，可以进行卵巢
肿瘤指数检查。

宫腔镜、腹腔镜检查，这两项检查
需要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为避免胃中食
物逆流导致吸入性肺炎，因此检查前8
个小时一律空腹禁食。

男性精虫检查需要禁欲三至七
天。检查前需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否则
就会影响精液检查的准确性。将采出
的精液置入检查盒中，尽量在一小时
内送达并交给技术员。

上午进行泌乳激素检查。过高的泌
乳素会干扰正常排卵及月经周期，泌乳
激素在傍晚，尤其是在夜晚会生理性上
升，因此建议在早上检查。

不孕检查男女分先后。男方先检
查，女方后检查。及时排出不孕原因，做
到检查有效果。

烟台送子鸟不孕不育医院王文卿
主任，是原烟台毓璜顶医院妇产科中心
主任，烟台地区妇科诊疗高级专家，中
华医学会会员，专业从事妇产科临床诊
疗工作近60余年，治愈了上万例不孕不
育的疑难患者。

假设您有不孕不育相关的困惑，可
通过6666120电话咨询送子鸟不孕不育
专家或到院咨询：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39号(御金台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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