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城事 2017年8月14日 星期一

编辑：钟建军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烟烟台台金金枪枪鱼鱼出出口口额额占占全全省省九九成成
上半年，烟台金枪鱼出口额为4260万美金，同比增长4%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孙伟东 李大
航) 金枪鱼味道鲜美、营养价
值高且处于深海鱼类“金字塔”
的“塔尖”，作为拥有中国金枪
鱼交易中心的烟台，可是金枪
鱼出口的大市，据烟台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统计，今年上半年，
烟台生食金枪鱼出口额为4260
万美金，同比增长4%，出口额占
和数量占整个山东大约90%。

11日上午，在山东省中鲁
远洋(烟台)食品有限公司的加
工车间，工人们在紧张而有序
地忙碌着，一条条超低温冷冻
的金枪鱼被经过去头、去皮、去
刺、切断、切片、称重……一系
列的加工流程之后，一盒盒的

美味佳肴——— 金枪鱼生鱼片出
炉了，并出口到日本、欧洲等各
国。

烟台与金枪鱼的故事可谓
长久，2009年的时候，农业部渔
业局就在山东省中鲁远洋(烟
台)食品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了

“中国金枪鱼交易中心”。而近
年来，行业发展背后是企业的
努力，更是部门的扶持和助力。

山东是水产品进出口大
省，在全国名列前茅，烟台又是
山东水产品加工基地，进出口
业务占全省近半壁江山，欧盟
注册企业共计46家。面对变幻
的国际市场，面对巨大的进出
口量，面对庞大的水产加工行
业，如何引领企业发展，促使企

业提升蜕变，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率先实现“三最”口岸，烟台
检验检疫局一直在努力。

实施“首席质量官”制度，
扎牢产品质量的篱笆。2012年，
烟台开发区检验检疫局率先在
水产加工企业推行首席质量官
制度，引入“首席质量官”制度
在全市推行实施五年来，企业
质量通报率大大下降，一种问
题重复通报率接近于零，企业
生产规模逐年扩大，加工品种
和数量呈现两位数增长态势。

山东省中鲁远洋(烟台)食
品有限公司是全国食品行业最
早实行“首席质量官”制度的企
业之一。实施以来，企业生产规
模逐年扩大，产品质量逐步提

高，近年来出口一直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公司总经理孟凡勇
表示，中鲁食品在开发区办事
处的指导下，进一步拓展“首席
质量官”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实
施“三级质量官”管理制度———
公司管理层面首席质量官制
度、车间层首席质量代表制度、
班组层首席质量担当制度。新
的制度将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质
量管理体系，实现对产品质量
全线、全员、全覆盖，为产品质
量管理夯实根基，扎牢了篱笆。

通过首席质量官制度的
实施，水产加工企业管理及
管理人员素质提升极大，对
各国质量标准成竹在胸，对
不同产品要求了如指掌，证

书、要求提前查，申请、备案
提前办，货物到港随到随报，
货物离港电子放行。同比企
业各项通关费用下降近6成，
仅半年时间，一些企业节约
人力、物力、时间、滞港等费
用近百万元。

打造水产加工3 . 0，推动企
业蜕变升级。烟台检验检疫局
提出用3-5年时间，打造水产
品加工3 . 0。2016年已实现烟台
机场成为冰鲜水产品进口指
定口岸，活鲜水产品需求日益
旺盛，烟台检验检疫局正在将
烟台港注册成为水生动物进
境检验指定口岸，目前各项工
作准备就绪，争取今年完成验
收。

快快讯讯

新增4个对外开放泊位
近日，蓬莱市人民政府

口岸办公室协调蓬莱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等口岸查验单
位，对蓬莱京鲁船业的4个泊
位进行全面详细地检查验
收，基本符合申请对外开放
条件。(通讯员 刘业生 王
圣轩)

举办外贸政策宣讲培训会
近日，蓬莱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与蓬莱市商务局、烟
台海关蓬莱办事处联合举
办了“2017年蓬莱市优惠外
贸政策宣讲培训会”，蓬莱
市8 0多家外贸进出口企业
代表参加了此次培训。(通
讯员 刘业生 王圣轩)

摸排调查进口商品
蓬莱检验检疫局按照质

检总局要求，全面部署，组织
安排相关业务工作人员对辖
区内各大超市、专卖店等流
通领域的进口机电、轻纺2大
类、34种小类商品进行摸排
调查。(通讯员 刘业生 王
圣轩)

助力葡萄酒产业
多年来，蓬莱检验检疫

局积极参与蓬莱市葡萄与葡
萄酒产业布局规划编制等项
工作，并主动帮助编制了蓬
莱产区酿酒葡萄栽培管理规
程和无公害酿酒葡萄生产标
准等项标准资料。(通讯员
刘业生 王圣轩)

再增三所溶栓医院

烟烟台台成成国国内内““溶溶栓栓地地图图””医医院院最最多多的的城城市市

烟台市脑卒中2015年

新增3万余例

呈“井喷式”增长

烟台市脑血管病质控中
心主任、烟台山医院神经内
科梁辉主任介绍，脑卒中，又
叫脑中风，是一组严重影响
身心健康的疾病，具有发病
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
复发率高、医疗费高的特点，
是居民死亡和致残的第一位
因素。

目前，我国脑卒中发病
率以8 . 7%的年增长率迅猛攀
升，每年医药费用支出近四
百亿，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沉
重负担。

烟台市是高血压、糖尿病
高发地区，全市700万人口中约
有脑卒中患者8万人，2015年新
发脑卒中3万余人，因脑卒中死
亡近1万人，而且发病越来越年
轻化，45岁以上人群卒中患病率
不断攀升。

4.5小时以内是抢救大

脑的“黄金时间”

脑卒中抢救从来都是一场与
时间的赛跑。脑中风包括脑梗死
和脑出血，其中，脑梗死占80%，这
种情况下，脑组织的血供中断，2
分钟内脑电活动停止，5分钟后就
会出现严重不可逆性损伤。

4 . 5小时以内是抢救大脑的
“黄金时间”，在发病3—4 . 5小时
内，通过溶栓药物或手术早期开
通堵塞的血管是决定中风病人生
死的关键。而且越早送到有救治
能力的医院，病人的治疗效果越
好。

目前，烟台市“溶栓地图”覆
盖全市，有一个“大脑”中心，这就
是烟台市脑血管病质量控制中
心，该中心落户在烟台山医院，溶
栓医院有烟台山医院、毓璜顶医
院、蓬莱中医院、招远人民医院、
龙口人民医院、芝罘医院、莱州人
民医院、海港医院等30家。
市民呼叫120后，120随车医生

会对患者进行初步诊断，初步诊
断为脑中风的病人，会送到就近
的溶栓医院。而当面对严重的大
血管闭塞患者，优先转送至有更
高一级救治能力的卒中中心。

烟台脑梗死溶栓率提升

了30%

据统计，今年3月溶栓地图推
出后，由于溶栓医院救治能力的
持续提升和急救120与医院的有
效配合，烟台市脑梗死溶栓率提
升了30%，脑血管病人的康复效果
大幅提高。

梁辉主任称，早期识别脑中
风、及早拨打120、送到有救治能
力的溶栓医院是实现高效救治的

“三步曲”。“先听语言是否清，再
看有无口角歪，三看是否肢体
瘫。”如果有嘴角歪斜、胳膊不抬、
言语含糊，赶紧拨打120，送到有
救治能力的溶栓医院。

需要注意的是，在等待120救
护车的时候，家属切勿惊慌失措，
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要给患者

喂水或者喂食，最好准确记录发
病时间。

不仅如此，高油脂饮食、吸
烟、过量饮酒、肥胖、运动缺乏、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都是

脑血病的危险因素，梁辉主任建
议40岁以上，具有以上危险因素
的人群应及早进行脑血管病筛
查，以早发现、早治疗，提高生活
质量。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隋亚男 通讯员 叶杏

8月11日，记者从烟台市脑血管病质量控制工作会议上获悉，烟台市“溶栓地图”又增三所医院——— 栖霞中医院、莱州中医医

院、莱阳中医院，至今全市共有30家溶栓医院，烟台成为全国溶栓地图覆盖面最广、溶栓医院最多的的城市。

烟台市30家急性脑卒中“溶栓医院”名单

芝罘区：烟台市烟台山医院，烟台毓璜顶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7医
院，烟台市中医医院，烟台芝罘医院，烟台海港医院。
福山区：福山区人民医院
开发区：烟台业达医院
牟平区：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龙口市：龙口市人民医院，龙口市中医医院，烟台北海医院，烟台龙矿中
心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山分院。
莱州市: 莱州市人民医院、莱州中医院、
蓬莱市:蓬莱市人民医院，蓬莱市中医医院
莱阳市：莱阳中心医院、莱阳中医院
海阳市：海阳市人民医院，海阳市中医院
招远市：招远市人民医院，招远玲珑英诚医院，招远市中医医院
栖霞市：栖霞市人民医院，烟台桃村中心医院、栖霞中医院
长岛县：长岛县人民医院。

葛相关链接

44场场演演出出在在烟烟台台大大剧剧院院集集中中开开票票
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11月震撼来袭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隋亚男 通讯
员 张梦玉) 三场风格各异
的音乐会震撼来袭，还有音乐
剧《我，堂吉诃德》全新演绎带
给我们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本月12日,《乐读村上春树》
音乐会、音乐剧《我，堂吉诃德》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莫华伦和他朋友们的歌唱音
乐会》4场演出在烟台大剧院集
中开票。

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取
自西班牙大文豪塞万提斯的传
世名作《堂吉诃德》及作者生
平，问世已超过半个世纪。2017
版的《我，堂吉诃德》将以崭新
的面貌于10月13日在烟台大剧
院与大家见面。

除了音乐剧，于本月12日
同日开票的还有三场不同风格
的音乐会。它们分别是10月10
日的《乐读村上春树》音乐会、
10月14日的《吕思清小提琴独
奏会》和11月30日的《莫华伦和
他朋友们的歌唱音乐会》。

《乐读村上春树》音乐会采
用讲演结合的方式，由古典音
乐乐评人焦元溥为大家解说村
上春树小说中的古典音乐用
法，并由钢琴家卢易之、小提琴
家张金茹、大提琴家耿文彬演
奏其相关作品。本场演出是一
场别开生面的解说音乐会，让
喜爱村上的读者能更深刻地享
受音乐与文学。

吕思清是“帕格尼尼金奖”
东方第一人，活跃舞台四十载，

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大师。本场演
出是继宁峰小提琴音乐会之后
的又一适合青少年观赏的音乐
会类演出，同时也将为学琴的小
朋友带来最为直接的艺术体验。

莫华伦是世界歌剧舞台上
能够和西方歌唱家同台竞技的
为数不多的华人男高音歌唱
家。莫华伦签约德国柏林歌剧
院任首席男高音。本场演出他
将邀请女高音海莉·斯根、杨
琪、男高音詹姆斯·普莱斯、苏
大为、男中音刘嵩虎共同唱响
烟台大剧院，为烟台观众带来
无与伦比的音乐体验。

关注“烟台大剧院”微信公
众号，可随时随地查询电子节
目单，购票更有九五折优惠，订
票电话6605566、660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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