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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委委常常委委会会召召开开会会议议
坚定不移建设生态烟台美丽烟台 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有力保障

本报讯 6月4日上午，市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四
减四增”三年行动动员大会精
神，研究烟台市贯彻落实意见。
市委书记张术平主持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守护好烟台
的碧海蓝天、绿水青山，既是
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工作要求的政治责任，也
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会议精
神，以“走在前列、当好标兵”
为目标，坚持标本兼治，强化
问题导向，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扎实开展“四减四
增”行动，以更大力度解决生
态问题，坚定不移建设生态
烟台美丽烟台，为新旧动能
转换提供强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要着力抓好大气
污染综合整治，深入实施大气污

染防治三期行动计划，加快推进
燃煤污染、挥发性有机物、机动
车污染和建设工程扬尘等综合
整治，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坚
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抓好水
污染防治及水源地保护，全面落
实“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
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措
施，加强生态水系工程建设，开
展河道清淤清污综合整治，健全
完善水环境生态补偿制度，构建
更加安全的水生态系统。着力抓
好土壤污染防治，加强源头预

防，抓好修复试点，强化农业农
村面源污染防治，不断提高土壤
污染防治水平。着力抓好生态修
复保护，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抓
好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
修复，深入开展海湾整治修复，
持续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管
理。

会议要求，要积极与省对
接衔接，抓紧制定我市“四减
四增”行动方案，围绕调整产
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
和农业投入结构，细化实化措

施，逐级分解任务，层层压实
责任，确保上级部署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狠抓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坚持
宁早勿晚、宁快勿慢，明确工
作责任和整改时限，全力以赴
加快进度，确保不折不扣完成
任务。扎实推进长岛海洋生态
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落实主
体责任，加强配合联动，高标
准、高质量开展各项工作，努
力打造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
亮点和样板。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孙淑
玉) 为百名有需要的孩子送
去精神食粮，让他们的内心更
充实、丰盈，儿童节前夕，本报
发起“六一爱心助读”大型公益
活动，上周末招远扬帆助学公
益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将烟台
新华书店捐赠的30份爱心书籍
和礼品送到了孩子们手中。

“这是儿童节礼物，祝姐姐学

习进步。”6月2日上午，在志愿者
的带领下招远扬帆爱心少年团
的小志愿者们分赴一对一助学
的孩子家中，为他们送去儿童节
的礼物。连续两天，志愿者们分赴
30名孩子家中为他们送去温暖。

六一儿童节前夕，本报发
起“六一爱心助读”大型公益活
动，旨在为百名孩子每人送去
六本课外书，让他们有机会在

知识的海洋遨游。被孩子们爱
读书的精神打动，烟台新华书
店工作人员也致电称，愿意参
与其中，并精心为30个孩子准
备了名著和学习用品。

新华书店为孩子们提供的
每个爱心礼包中包含三本名著
和一些学习用品，共计90本名
著。目前，这批爱心物资已全部
发放到孩子们手中。

新华书店为孩子们提供“爱心礼包”

9900本本名名著著送送到到招招远远的的孩孩子子手手中中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曲彦
霖 通讯员 孙东 常虹) 4
日，记者从烟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获悉，烟台六区上周
(5 . 28-6 . 3)新建商品房销售1330
套，比前周减少2 . 99%。

烟台六区之中，新建商品
房销售量最高的是牟平区，销
售407套。其中丰金紫金山庄·
和园一期销售91套,烟台中冶B4
地块(7-12、18、29-32、35号楼)销

售89套,春霖悦湖D1地块7、9号
楼销售42套。

开发区次之，销售308套。
其中中南熙悦小区14-18号楼、
20号配套公建销售112套,越秀·
星汇金沙小区33、38-41、43-46
号住宅楼销售25套,富力湾小区
13、15、20号住宅楼销售19套。

在商品房预售审批方面，
上周新增审批预售项目6个，比
前周减少2个。项目为牟平区苹

果嘉园三期35号楼，牟平区葡
醍海湾(A-15地块)15-22、15-25
号楼，招商·东岸一期60、60A、
83、85、86号住宅楼，牟平区天颐
和园1-4号商业、3-4号住宅，芝
罘区烟台城发·泰颐新城B地块
S1网点、S2网点、S3-1网点、S3-
2网点，芝罘区姜家疃南侧B宗
地BG1-BG5商住楼、BG7-BG9
商住楼、BG1商业、BG3-BG5共
有商业、BG7-BG8共有商业。

上上周周六六区区新新建建商商品品房房销销售售11333300套套
新建商品房销售量最高的是牟平区，销售407套

脱贫攻坚以来，莱州市把
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以“党
建+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整
合实施扶贫产业发展项目32
个，实现收益233 . 96万元，覆盖
带动贫困群众2074名。

以深入细致的评估，精准
遴选项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建立了涵盖140个项目的莱
州市扶贫产业发展项目资源
库。组织镇村干部和贫困群众
座谈20余次，广泛征求相关部
门意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专题讨论，充分评估论证
项目可行性。积极引导经营稳、
效益高、前景好的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广泛参
与，为经营主体量身打造生产
设施予以租赁，实现扶贫项目
有依托、经营主体有项目，让扶
贫资金即安全又有高收益，同
时又培育壮大了产业基础和经
营主体。比如，投资400万元，建
设朱桥镇高效节能全自动温室
大棚项目，建筑面积6336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租赁给莱州市
琅琊岭小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

作社，在扩大合作社生产规模，
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同
时，也每年上缴扶贫收益48万
元，为非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提
供了源头活水。

以严格规范的程序，精准管
理项目。制定了莱州市项目管
理、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项
目验收等方面的制度办法，实现
了扶贫产业发展项目的流程化、
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所有项目
通过专业公司进行招投标，聘请
监理公司全程监督项目实施，确
保程序合规、质量达标。

以长期稳定的成效，精准
帮扶到户。一方面，严把收益分
配。制定《莱州市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资产及收益使用管理规
程》，明确扶贫项目收益应优先
用于增加建档立卡贫困户收
入，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长期
稳定脱贫。市扶贫办成立工作
组，逐项目研究帮扶方式、期限
和目标，规范会议研究、公示告
知等分配程序，确保产业扶贫
资金和收益精准滴管到每个贫
困户身上。另一方面，夯实发展

后劲。对扶贫产业项目及经营
主体跟踪扶持，将水肥一体化、
土壤改良、农产品质量检测等
行业政策和相关项目，优先向
现有扶贫产业项目倾斜，保证
扶贫产业项目长期健康发展，
收益持续保证，贫困群众稳定
带动、稳定脱贫。

以严密高效的监管，精准
使用资金。制定加强市级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意
见，采取有效举措，扎紧制度笼
子。开发运行了“莱州市扶贫资
金精准管理平台”，通过现代信
息化技术、大数据管理，实现了
扶贫资金的精准化、规范化管
理。成立了由市扶贫办、发改
局、财政局等10个部门单位组
成的莱州市产业扶贫项目评审
工作小组，加强对产业扶贫项
目的评审、验收，确保不出任何
问题。强化扶贫资金的监管，定
期进行专账管理、专项使用、拨
付程序、账目管理等方面的督
查检查，坚决杜绝扶贫产业资
金使用过程中的跑冒滴漏。(通
讯员 李世波)

莱莱州州市市树树好好产产业业根根打打牢牢扶扶贫贫本本

5月20日，庆祝太平人寿
山东分公司成立15周年系列
活动之“清华梦 太平情”尖
子生面对面大型巡回讲座在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特
邀高考尖子生讲师王晓维同
学为港城家长同学带来专题
讲座。

伴随着清华大学的校
歌，讲座拉开序幕。通过“走
进清华”“数说清华”“成长在
清华”三个部分的讲述，王晓
维同学让大家领略到了清华
大学的魅力，进而引出了“为
什么清华值得你付出全部”，
以及他的“清华圆满之旅”。

按照王晓维同学的自
述，他并没有富裕的家庭和
超乎常人的智商，取得的成

功完全来自于坚定不移的信
念、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多
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在
它看来，成功并不是一蹴而
就，只有拥有明确可行的奋
斗目标，并切实可行的落实，
才能无愧于十年的苦读。

据了解，为了提供“卓越
的客户体验”，太平人寿近期
推出了保险服务密码升级活
动。通过保险服务密码，客户
可以自助进行保险业务的查
询办理，纵享安全、快捷、简
单和自由的保险服务。此次
巡讲的举办，也是希望太平
人寿的新老客户都能参与到
保险服务密码的升级活动
中。

(通讯员 范丽杰)

太平人寿与客户共享高考尖子生心得

精心检验 护航质量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在

某压力容器制造企业监督检
验时发现了一起弄虚作假事
故，后经检验人员的严格要
求和精心检验下，促使企业
及时修正错误，消除了安全
隐患，保证了产品质量。

(通讯员 莫言 金鹏)
专家授课

近日，中国特种设备检

测研究院技术专家谢国山
主任应邀到烟台授课，讲授

《创新发展-保障成套装置
长安稳运行》。各县市区分
管领导、市安委会成员单位
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市场
监管局局长、重点特种设备
使用企业、市质监局及其部
分直属单位130余人与会参
加。

(通讯员 莫言 金鹏)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莫言) 6月4
日，记者从烟台市质监局获
悉，为切实提高消防产品质
量，保障社会公共消防安全，
促进全市消防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有效预防各类重大质量
安全事件的发生，烟台市质监
局今年成立了消防产品生产
企业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组织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各自辖区内消防产品生产企
业进行了专项整治。

本次专项整治重点检查
了消防产品强制性认证市场
准入资格，检查是否存在未经
强制性认证擅自出厂销售、生
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
身财产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消防产品或者以次充好、
以假充真、以不合格产品冒充
合格产品、伪造冒用他人厂名
厂址、伪造冒用强制性认证标
志证书等违法行为。

本次专项整治共出动执
法人员132人次，共检查烟台
华龙防火卷帘有限公司、荏
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烟台盛达门业科技
有限公司、烟台高强化工建
材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其
中3家企业已不生产消防产
品，1家企业停产，剩余其他
企业尚未发现有违法行为。

结合此次专项整治，烟
台市质监局进一步完善了消
防产品生产企业台账，并将
检查情况录入《山东省工业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系统》。通
过此次整治，各县市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做到了对辖区内
消防产品生产企业底数清、
情况明；消防产品生产行为
进一步规范、消防产品生产
企业质量体系进一步完善；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进一
步增强、消防产品质量整体
水平进一步提高。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开开展展消消防防产产品品专专项项整整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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