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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277万万元元资资金金，，助助力力8877个个标标准准化化项项目目
烟台目前共创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6个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汪恩同)

记者从北部滨海开发建设
指挥部获悉，自10月12日开
始，将组织地质勘查部门，进
入朝阳、所城两街区，对两个
街区的地质情况进行详细勘
查，获取相关数据，为日后修
缮改造做前期准备。

朝阳、所城历史文化街
区内，坐落着数百座具有很
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老建
筑，有的是前清的宅院，有的
是民初的洋楼，但百余年的
栉风沐雨、烟熏虫蛀，使得部
分建筑存在各种隐患，有的
已属危楼，加上排水、供热、
停车、公共卫生等基础配套
落后，严重影响群众、经营业
户正常生产生活和街区风
貌，亟待进行改造、修缮。

为确保街区修缮改造高
效率、高标准推进，切实打造
保护和传承烟台历史文化，
代表烟台城市形象的百年工
程、精品工程，在进行居民搬
迁工作的同时，同步启动街
区修缮改造，自10月12日早
晨7点左右开始，组织专门地
质勘查部门入场，对朝阳主
街、所城里大街以及其他建
筑物、居民院落等多处点位，
进行地质钻探、取样、勘查，
获取街区地质相关数据，全
面准确掌握两街区的地质情
况。

地质施工队伍进行作业
时，可能会产生噪音，影响部
分街巷的交通，影响居民休
息，个别点位取样时还需要
部分居民予以配合，请两街
区居民予以理解和支持。

数数百百元元的的体体检检套套餐餐仅仅需需6666元元
新安男科医院推出男科超值体检套餐

据高先生介绍，他今年
41岁，患前列腺炎已经6年之
久。高先生说，他现在在一家
公司担任销售经理，生活富
裕，孩子听话，妻子贤惠，美
中不足的就是患上了前列腺
炎，被尿频、尿急、尿痛、尿不
尽等病症折磨得苦不堪言 !
患病后，高先生也曾吃药，到
医院做过治疗，但是一直没
有去根。最近几年更是每到
夜晚就躲着妻子，要么在公
司加班，要么早早就睡了，夫
妻两人是越来越没有共同语
言了，最近两人的吵架也升
级，差点就要离婚。

正当高先生一筹莫展的
时候，朋友给他推荐了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高先生立即通过
预约电话：2996666，预约了前
列腺炎方面的专家，随后就到
医院看病。新安男科医院的专
家们对高先生进行会诊，确定
他患上了慢性前列腺炎，而且

由于长期不规范诊治，已经发
展成顽固性了。

针对高先生的病情，新
安男科专家团队，为其量身
制定了治疗方案，采用英国
核磁清腺系统为其进行规范
性治疗。“经过几次治疗，感
觉效果不错！”良好的效果让
高先生看到了治愈的希望。

新安男科医院男科专家
吕主任提醒，尿急、尿频、尿
痛、滴白、腰痛是前列腺疾病
的典型症状，一旦出现，要及
时到专业男科医院接受规范
诊治。

自即日起至10月31日，
新安男科医院推出男科常见
疾病惠民超值体检套餐，原
价数百元的体检套餐，活动
期间每类套餐仅需66元。包
皮包茎无痛环切术仅收266
元，各项手术费治疗费最高
援 助 2 6 0 0 元 。咨 询 电 话 ：
2996666。

烟台整治市区机动车停车场

1122家家停停车车场场被被提提醒醒告告诫诫

开开发发区区一一企企业业研研发发出出““智智能能体体温温贴贴””
如同创可贴，贴在身上可检测身体状况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迟绍丁) 像
创可贴一样，贴在身上，就能检
测出人的体温、脉搏等指标，数
据被实时传到智能手机上。近
日，记者从烟台开发区留学人
员创业园区获悉，园区的烟台
兰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
一种柔性可拉伸可穿戴的健康
监测设备。该设备目前正在进
行市场验证阶段。

烟台兰利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闫朝一介绍说，“我们
的设备，属于‘柔性可拉伸可穿
戴电子设备’中的一类，目前，
柔性可拉伸可穿戴电子设备属
于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
空白。”过去，在硅片上制作的
微电子器件坚硬不可以弯曲，
不可以发生形变，无法满足可
穿戴式、可植入式、与人体结合
的电子器件的发展需求。而柔

性可拉伸的电子器件，在满足
传统电子器件功能的基础上，
通过材料、器件结构的设计创
新，可以实现在大幅度弯曲、拉
伸、折叠、褶皱等情况下，保持
电子器件正常工作的能力。

据介绍，目前，该健康监测
设备正处于市场验证阶段，产
业化后将对体温测量带来颠覆
性变化，可广泛应用于医院、家
庭等。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柳
斌 杜晓丹) 金秋十月，烟台
苹果上市了。为了帮助果农拓
宽销售渠道，让消费者吃上正
宗地道的烟台苹果，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联合烟台牟平区
龙泉镇政府推出“烟台苹果
香飘万家”活动，将烟台的特
色精品水果送上市民的餐桌。

“烟台苹果确实好吃。”如

众多的好评一样，烟台苹果凭
借良好的品质，在全国享有良
好的声誉。多年来，齐鲁晚报推
出多期帮助果农销售苹果的爱
心公益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
为“惠果农 献爱心 享品
质”。

今年我们推出的苹果全
部来自具有烟台苹果代表性
的烟台牟平区龙泉镇。此地属
丘陵地带，光照时间长，且苹
果由山上水库泉水灌溉成长。
此地种植的苹果色泽饱满，质
量上乘，绿色天然，口感绝佳，
闻名遐迩。

齐鲁晚报及烟台牟平区

龙泉镇政府将共同为苹果品
质担保，挑选8 0级别以上最
优质的苹果供给消费者，每
个 苹 果 箱 上 都 贴 有 齐 鲁 晚
报·齐鲁壹点、烟台牟平区龙
泉 镇 政 府 联 袂 推 荐 产 品 标
识。本次活动所有的苹果直
接从枝头到消费者的餐桌，
减少中间环节，所以价格更

优惠！80级别及以上10斤装
70元/箱，5斤装45元/箱，全
部包邮，偏远地区需再加邮
费。想要订购尝鲜的市民可
拨 打 本 报 订 购 电 话
15698180503、15688527292，
也可以加微信咨询，微信号
为 1 5 6 9 8 1 8 0 5 0 3 、
15688527292。

本报联合龙泉镇政府推出“烟台苹果 香飘万家”活动

““烟烟台台苹苹果果””从从枝枝头头直直达达市市民民手手中中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嘉简)为加强
市场价格监管，进一步规范烟
台市区机动车停车场的价格行
为，从9日开始，物价部门将集
中对市区停车场收费秩序进行
专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检查
共对12家存在收费问题的停车
场进行了提醒告诫，并要求在
限期内整改。

为了确保此次机动车停车

场收费检查效果，烟台市物价
局制定了《关于开展机动车停
车场收费专项治理规范工作方
案》，专项整治的重点为旅游景
区景点周边、商业繁华区域的
公共停车场。检查的主要内容
为停车场是否有明码标价公示
牌、是否存在乱收费行为。

从检查情况看，大部分停
车场均能按照有关物价规定进
行公示牌公示和按规定标准收

费。但仍有少数停车场存在管
理较混乱，不按规定设置停车
场收费公示牌、超标准收取停
车费等问题。

此次检查对12家存在收费
问题的停车场进行了提醒告
诫，并要求在限期内整改，使停
车场价格秩序得到了进一步规
范。市民如果遭遇到停车场乱
收费，可以拨打12358价格举报
电话进行投诉。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10月
14日是世界标准日，近年来，烟
台高度重视标准化建设，并取
得了可观成绩。记者从烟台市
质监局获悉，2017年对87个符
合条件的标准化项目进行了资
助，发放资金727万元。

2017年世界标准日主题为
“标准让城市更智慧”，中国主
题为“标准化助力质量提升”。
为牢牢抓住标准这个质量提升
的“牛鼻子”，充分发挥和彰显
标准化在质量提升中的突出作
用，烟台市质监局将于10月13
日举办世界标准日座谈会，加
强标准化工作的交流研讨。

加强标准化建设和工作，

烟台一直在努力。据了解，市政
府先后印发了多项政策文件，
设立了近千万元的标准化专项
资金，对技术指标达到先进水
平、有利于促进烟台市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的标准项目进行资
助，2017年对87个符合条件的
标准化项目进行了资助，发放
资金727万元，莱阳、蓬莱、莱
山、龙口等县市区政府也制定
出台了相应政策措施。

经过层层推进、重点引导，
各行业“标准化+”意识有效增
强，全市标准化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共创建国家级农业标准
化示范区26个、省级示范区4个，
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4
个、省级46个，各部门对标准化

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
标准化的发展，也助推了

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龙口
是烟台市铝材产业的聚集区
域，丛林、南山等龙头企业牵头
或参与制订的铝材相关国家及
行业标准已达100多项，在业内
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和领先地
位，抢占了制高点和话语权，增
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丛林
集团生产的车体型材占全国高
速列车60%市场份额，南山轻
合金有限公司自主研制开发的

“高性能高精度大卷重宽幅铝
合金罐体料”填补了国内技术
空白，替代进口产品一举成为
国内罐体料主要供应商，国内
市场占有率50%以上。

截截至至三三季季度度末末
全全市市共共参参与与制制修修订订445544项项国国家家标标准准

据烟台市质监局统计，
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全市
共参与制修订454项国家标
准、543项行业标准和287项
省地方标准；36家企事业单
位分别参与36个标准化专业
技术委员会或分技术委员会
的相关工作，承担分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2个；参与制订完
成了2项ISO、1项ASTM国际
标准，2个企业正在积极参与
ISO、IEC相应工作组国际标
准的制修订活动。

另外，创建国家级农业
标准化示范区26个(其中3个
在建)、省级示范区4个，国家
级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4个、
省级46个，国家级循环经济
标准化试点项目2个、省级1

个；1259家企业在“企业标准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自我
声明公开了5177项标准，全
市各行各业参与标准制修订
工作的水平和层次不断提
升。

而就在今年6月份，烟台
标准行业又传来佳音。2017
年6月，烟台市企业主导的铜
铝复合连铸排国际标准正式
颁布，该标准的颁布，标志着
连铸铜铝复合排技术获得国
际有色行业认可，该标准也
是中国有色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近年来致力于推动我国标
准国际化和走出去战略取得
的新成效。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
讯员 莫言

葛新闻延伸

朝朝阳阳、、所所城城同同步步启启动动修修缮缮改改造造
10月12日起勘查街区地质情况

老农正在平整果树下的土地。 本报记者 杜晓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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