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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召开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动员会

培培育育烟烟台台精精益益求求精精的的““工工匠匠精精神神””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近期，
烟台市政府召开创建全国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动员会议，会上，
对创建质量强市工作进行了部
署，整个创建工作力争三年完
成，培育烟台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打造各个领域的“烟台
质量”。

据了解，按照创建工作总
体部署，市政府前期已经印发
了《全市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
范城市实施方案》，主要包括
城市质量发展战略规划明确

清晰，城市质量文化特色鲜
明，城市质量基础保障有力，
城市质量工作组织坚强有力，
质量宏观管理成效明显，产品
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
境质量显著提升、质量发展成
果全民共享等共11大类，53个
项目，130余个具体指标以及具
体的考核验收方式、评分方
法，各项指标的牵头单位、责
任单位等。

整个创建工作力争三年完
成，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动员部
署阶段，创建实施阶段，整改提

升阶段，申报验收阶段。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工业

领域要着力提升“烟台造”，以
质量提效能；农业领域要着力
提升“烟台产”，以质量增优
势；服务业领域要着力提升服
务产品档次，以质量占市场；
企业家们要着力打造“品质”
企业，以质量求生存；工程建
设领域要着力打造精品工程，
以质量树口碑；环境建设领域
要着力提升生态质量，以环境
改善提高群众幸福感；政务服
务领域要着力优化“三服务”，

以优质服务赢得服务对象满
意。

品牌是企业、城市、国家
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一方面，
要突出特色品牌培育。着力发
挥农业的特色优势，加快提升
烟台苹果、龙口粉丝等一大批
知名品牌的影响力，推动国际
互认，打造能在国际上叫得响
的品牌。另一方面，要强化行
业标准打造。没有标准的话语
权就没有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要充分发挥已经建立的标准
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实施“标

准化+”行动，推动各行各业加
速向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
高端攀升，重点围绕核电装
备、高铁装备、3D打印、机器
人、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加入
一批标准化工作组织，制订一
批国家、行业甚至国际标准，
构建质量竞争新优势。

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
城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要统筹各方、合力共创，健全制
度、完善政策，强化考核、落实
责任，保证完成质量强市创建
各项任务。

距烟台第八届青岛啤酒节结束，还剩最后3天

没没来来现现场场的的，，赶赶紧紧约约朋朋友友来来玩玩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杜晓丹 实习生 郭雅妮 )

自7月28日啤酒节开幕到8
月10日已有14天，累计到场
15000人次，到本周末(8月13
日)烟台第八届青岛啤酒节
将结束，还有最后3天的时
间，还没来过的，赶紧约家
人、朋友来现场喝酒撸串看
表演。

本届啤酒节，所有啤酒
均是从青岛灌装后当天直
供，用货车从青岛啤酒厂直
接运到啤酒节现场，以确保
为大家提供最为新鲜纯正的
啤酒佳酿。此外，青岛啤酒也
以全系产品亮相，市民不仅
能喝到桶装的鲜啤、原浆、黑
啤，还有鸿运当头、奥古特、
经典1903、纯生、黑啤、白啤
等供市民畅饮。

啤酒节上拥有最高人气
的酒王争霸赛也在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酒王”之争，将在
8月13日晚的烟台第八届青
岛啤酒节闭幕式上进行，有
神秘大奖在等着你。“啤酒节

开幕后，我来了好几次。”市
民张先生说，约上家人或者
三五好友来这喝喝酒、看演
出，很有意思。

啤酒节现场还上演了汽
车消夏夜展。机场路长安马
自达推出啤酒节期间购昂克
赛拉优惠9000元；机场路海
之润福特推出啤酒节期间购
车，现车最高优惠21000元；
幸福南路传祺4S店啤酒节期
间推出购车直降万元；机场
路烟台瑞沃吉利汽车啤酒节
期间推出，任意车型置换博
越/吉利GL，尊享2年4次常
规保养；莱山区祥通福特4S
店啤酒节期间推出，新蒙迪
欧1 . 5T车型优惠15000元，
2 . 0T车型优惠19000元，金融
速贷高至2年0利率。

此外，本周末还将邀请烟
台37度梦幻海的美女模特们
来啤酒节现场表演、走秀，与
市民游戏互动。本届啤酒节最
后3天，错过这3天，还要等一
年，赶快带上家人和朋友来啤
酒节现场喝酒、撸串吧！

宫宫颈颈糜糜烂烂不不容容忽忽视视，，一一旦旦查查出出要要及及时时治治疗疗

回想起妻子面对自己患有中
度宫颈糜烂的检查报告单潇洒地
挥手，我真的好担忧，好害怕，我
是多么爱她，舍不得她受一点委
屈，看不得她有一点不快，甚至有
时候会莫名地担心她会突然消失
在我面前。或许许多人会说我太
神经质了，其实，真正的爱往往会
伴着一种敬畏之心，因爱而生怕，
因为爱而害怕失去。

妻子怎么会患上宫颈糜烂
呢？我们结婚还不到半年呢，都
是我没照顾好她，我有些自怨
自艾。轻轻叹口气，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带妻子去
医院看个究竟，这样我就安心
了，不然我不知道明天晚上会
不会再一次失眠。

当清晨的阳光轻柔地吻上
窗帘，我早已经将早餐准备好，
唤醒了梦中的妻子。可是当我
说到要带她去医院检查时，她
却嘟着嘴说没事，我好说歹说
她终于答应我一起去偷偷约好
的烟台送子鸟医院看看。

烟台送子鸟医院妇科诊疗
中心专家了解妻子的情况后，
说像妻子这样根本就没把宫颈
糜烂当一回事的女性不在少
数！同时表达了对她的担忧，由
于宫颈糜烂早期症状不明显，
甚至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因此
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没有对此引
起重视，其实这样放任宫颈糜
烂，只能让病情加重，甚至恶变
为宫颈癌，导致生命危险。

听了专家这番话妻子吓了
一大跳，急切地问道：“那我为
何没有感觉？”

送子鸟专家耐心解释说，由
于宫颈的神经支配属于内脏神经
系统，所以患者对疼痛不敏感，导
致有的患者可能对宫颈糜烂没有
任何感觉。宫颈糜烂可以察觉的
信号一般为白带增多、质地浓稠、
腰酸背疼、盆腔下坠痛、房事后接
触性出血等，这些症状在已婚女
性中比较常见，也容易被忽略。

专家解释说，首先宫颈糜
烂会引起不孕，发生宫颈糜烂

尤其是中度、重度宫颈糜烂时，
宫颈分泌物会增多，质地黏稠，
并有大量白细胞，这对精子的
活跃度会产生不利影响，妨碍
精子进入宫腔、影响受孕，当患
了宫颈糜烂后，还会造成其他
器官炎症，可造成息肉、裂伤、
外翻及囊肿等更深度病症。

据亚太区妇产科联盟专家
分析，有宫颈糜烂的女性，宫颈
癌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近10
倍，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
疗，就会逐渐向宫颈癌变方向
发展，这一发展过程一般需要5
-10年的时间。因此，宫颈癌是
可预防、可治愈的恶性肿瘤，关
键在于阻断宫颈癌的癌前病
变，一旦查出有宫颈疾病要及
时治疗，以免延误病情。

听了这些之后，我们积极
地配合了医生的治疗，希望我
心爱的妻子身体早点恢复健
康。温馨提示：烟台送子鸟医院
电话：6666120 地址：烟台市芝
罘区南大街139号御金台西侧。

“原本图省事，自己吃点
药就能好，没想到小毛病治
成了顽疾，治病还是要到专
业医院！”在新安男科医院诊
室，拿到恢复健康的复诊结
果，林先生感慨万千。

据了解，林先生在一家
大型民营企业担任高级主
管，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发现
自己与妻子的夫妻生活质量
越来越差，房事每次都坚持
不到2分钟，越想表现好，越

“不行”。妻子建议他去男科
医院看看，林先生总以忙为
借口，拒绝就医。几个月前，
经朋友介绍他尝试许多“壮
阳药、补肾药”，但均收效甚
微。近期，甚至连勃起都无法
完成。

林先生苦恼和愧疚之
余，在网上进行了咨询，了解
到了阳痿需通过专业治疗方
能高效彻底地解决，经过筛
选，通过预约电话：2996666，
预约了新安男科医院的专
家。

通过细致地检查发现，

由于盲目治疗，林先生已经
由早泄发展成阳痿，而且人
为的增加了治疗难度。根据
林先生的病情，新安男科医
院专家团队为林先生量身制
定了治疗方案，在经过“法国
爱能性功能康复系统”的治
疗和医师的心理疏导之后，
林先生有了豁然开朗的感
觉，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和
调整，林先生透露现在他生
活状态比以前好多了，仿佛
回到了20多岁那段时间，夫
妻生活从此也一扫阴霾，勃
起坚硬、时间持久。

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长
赵万友教授指出，男性或多
或少都会遇到性功能问题、
前列腺问题或是生殖感染问
题，大量临床数据证明，只要
能够及时规范地治疗，绝大
多数男科疾病都能痊愈。

赵教授提醒男性朋友，
一旦出现男科疾病症状，一
定要及时到专业男科医院接
受规范治疗，这样才能药到
病除！

盲盲目目壮壮阳阳尝尝苦苦果果 专专业业治治疗疗疾疾病病消消
新安男科：及时规范治疗是“良药”

足足不不出出户户就就能能““逛逛””遍遍医医院院
毓璜顶医院VR全景地图正式上线，为省内医疗卫生行业首例！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隋亚男 通
讯员 李成修 马瑾) 还在
为找不到就诊区发愁？用手机
就可以全搞定！为方便市民就
医，解决以往看病“迷路”的问
题，2016年年底，烟台毓璜顶
医院开始筹划制作全景漫游
系统。耗时7个多月，毓璜顶医
院VR全景地图正式与市民见
面，这在烟台市乃至山东省医
疗卫生行业内尚属首次。11日
起，只要在手机内点击操作，
就可以720°实景漫游，将所
有住院病区及门诊区域“一网
打尽”。

毓璜顶医院顺应当前形
势，利用新媒体快速、便捷的
优点，将医院VR全景地图完
美“移植”到手机上，真正做到
一部手机“畅游医院”。同时，
VR全景地图可根据需要在医
院大屏等地方进行投放，以方
便更多人使用。

烟台毓璜顶医院VR全景
地图涵盖了医院中区、东区、
西区所有住院病区及门诊区
域，并通过航拍技术，完整地
展示了医院全貌及所在地理
位置。

这套VR全景地图共计涵
盖场景220余个，数据均为现
场实景采集，再经三维定向、
像素处理后进行程序加载，实
现逐个场景人工操作的互动
性，通过相应操作可旋转、放
大、缩小场景，实现720°范围
内随意实景漫游。

除了地图的相关功能之
外，毓璜顶医院VR全景地图
还开放了VR体验模式，只要
点击进入，不管身在何地，都
像置身于医院当中，如佩戴
VR眼镜效果更佳。

同时，烟台毓璜顶医院
VR全景地图还将医院网址、
电话及地址统一收录至导航
栏里，大大提高了使用性能，
增强了用户体验。

VR全景地图的使用，不
仅可以方便群众就医，改善就
医体验，更可以通过这种新颖
的方式，将烟台毓璜顶医院完
整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大众

“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医院，
看就可以“走进”医院，并通过
一系列的功能开发，改变人们
对于医院“枯燥、无味”的印
象，树立医院时代新形象。

市民可关注烟台毓璜顶

医 院 官 方 微 信 ( 微 信 号 ：
yhdyy2014)，点击下方导航栏
“就医指南”，选择“VR全景地
图”，即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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