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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由国家卫健委及
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内镜专业委
员会联合组织的全国第一批高
级和初级消化内镜医师培训基
地评选活动在重庆举行。该评
比根据参评医院综合实力，科
室技术规模、临床能力和科教
水平，以及学科带头人学术地
位等方面进行无记名投票。在
全国35个推荐参评单位中，烟
台毓璜顶医院消化内科以90 . 6
的总分位居全国第2名，被评为
全国6个“国家第一批高级消化
内镜医师培训基地”之一。同
时，现任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内
镜专业委员会副主委的黄留业
副院长，被评为“国家高级消化

内镜医师培训基地主任”。该荣
誉充分体现了毓璜顶医院消化
内科学科建设和技术水平得到
了国内同行专家的高度认可，
标志着该院消化内镜诊疗技术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目前，烟台毓璜顶医院消
化内科为全省同专业唯一的省
临床精品特色专科。该科每年
开展内镜诊治8 . 8万余例，其中
胃肠镜检查4 . 6万余例，内镜下
治疗4 . 2万余例，整体技术规模
居国内领先。每年开展双气囊
内镜技术8 7 0余例，居国内首
位；每年开展超声内镜技术
4000余例，胃底静脉曲张栓塞
术及食管静脉曲张结扎术1200

余例，治疗性经内镜逆行性胰
胆管造影术(ERCP)1100余例，
均居国内前列，省内首位。每年
开展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及隧道
技术510余例，居省内领先。

专家介绍：
黄留业，现任毓璜顶医院

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中国
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师培训
基地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劳动模
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卫生部及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省优秀共产党员，
市道德模范。兼国家卫健委消
化内镜诊疗技术项目专家组

成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静脉曲张学组副组长，中
国医师协会消化内镜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
会胰腺病学分会委员，中国抗
癌协会肿瘤内镜学分会委员，
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省医学会消化病介
入 诊 疗 分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兼
ERCP组组长，省医师协会消
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市医师协
会常务副会长，市医学会消化
病学分会及消化内镜学分会
主任委员。任《中华消化内镜
杂志》《中华胰腺病杂志》等众
多国家核心期刊编委。每年多
次受邀到三甲医院和全国学

术会议进行疑难危重病例重
大会诊、学术讲座及手术演
示，2011年12月在山东省第六
次消化内镜学术大会上内镜
手术操作评比总分居全省第
一，获唯一一个一等奖。获计
划内科研课题24项，其中任第
一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及省科技
发展计划3项。获各级科技进
步奖17项，其中任第一作者获
省级科技进步二、三等奖6项。
发表学术论文176篇，其中任第
一或通讯作者被S C I 收录 2 2
篇。主编大型专著4部。已培养
博、硕士研究生33名。 (通讯
员 李成修 李凌峰)

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以以全全国国总总分分第第二二荣荣获获““国国家家高高级级消消化化内内镜镜医医师师培培训训基基地地””称称号号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彦环政) 10
日，记者从烟台市环保局获悉，
烟台市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对外发布2018年上半
年烟台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上半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四
项主要污染物同比全部改善，
空气质量优良率79 . 1%，同比上
升4 . 0个百分点。

从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四项
主要污染物同比改善情况看，
二氧化硫(SO2)平均浓度为12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40%；细颗
粒物(PM2 . 5)平均浓度为33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9 . 5%；二

氧化氮(NO2)平均浓度为28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17 . 6%；可吸
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76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 . 3%。
空气质量优良率79 . 1%，同比上
升4 . 0个百分点。

根据《烟台市环境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上半年，
六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考核排
名依次为高新区、牟平区、芝罘
区、莱山区、开发区和福山区。

从各县市区空气质量主要
考核指标同比改善情况来看，二
氧化硫(SO2)同比改善情况六区
排名依次是牟平区、开发区、福
山区、莱山区、芝罘区、高新区。

二氧化氮(NO 2)同比改善
六区排名依次是芝罘区、牟平
区、福山区、开发区、高新区、莱
山区。

可吸入颗粒物(PM10)同比
改善六区排名依次是高新区、
芝罘区、牟平区、福山区、开发
区、莱山区。

细颗粒物(PM2 . 5)同比改
善六区排名依次是高新区、芝
罘区、牟平区、开发区、莱山区、
福山区。

空气质量优良率同比改善
六区排名依次是高新区、福山
区、莱山区、芝罘区、开发区、牟
平区。

上上半半年年，，烟烟台台市市区区空空气气质质量量优优良良率率7799 .. 11%%
同比上升4.0个百分点，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全部改善

8日晚上，烟台保监分
局、烟台市保险行业协会在
滨海广场成功举办了“2018
年服务民生服务社会优秀案
例表彰暨7 . 8全国保险公众
宣传日文艺晚会”，全市73家
保险公司和部分保险专业中
介机构共计500余人参加。

晚会分为“服务民生服
务三农，撑起保护之伞”“服
务社会科技助力，创新驱动
发展”“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一路保驾护航”“保险扶贫彰
显大爱，助推脱贫攻坚”和

“同心协力助跑行业，共创美
好未来”五个篇章，向市民奉
上一场视听文化盛宴。

晚会评出了“服务民生
优秀保险理赔案例”“服务社
会创新保险案例”“服务三农
优秀保险案例”“服务新旧动
能转换标杆公司”“服务新旧
动能转换积极作为公司”“保
险优秀扶贫案例”以及“优秀
组织奖”等奖项。

据了解，围绕“守护美好，
从一份保障开始”主题，烟台
保监分局、烟台市保险行业协
会组织全行业开展了多种多
样的宣传活动，深入社区、街
道和广场，宣传保险知识、保
险扶贫理念，让更多的人了解
保险，呼吁全社会关注参与扶
贫。 (通讯员 王乐)

保保险险公公众众宣宣传传日日文文艺艺晚晚会会

在在烟烟台台滨滨海海广广场场上上演演

十大服务功能

提供一揽子援助服务

NQI是国家质量技术基础
(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e)
的缩写词。计量、标准、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是国际公认的国
家质量技术基础，是提升质量
竞争能力的基石。

据烟台市质监局副局长刘
海滨介绍，从烟台NQI综合服
务网络组织架构来看，主要包
括烟台NQI综合服务中心、烟
台NQI开发区综合服务中心、
烟台NQI综合服务中心驻园区
工作站、烟台NQI综合服务中
心县市区工作站、国家NQI协
作机构、烟台NQI综合服务中

心行业分中心、烟台NQI综合
服务中心企业中心、烟台NQI
远程服务系统等八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具
体的功能定位，主要目的就是
方便市民和企业办事。”刘海滨
说，比如烟台NQI综合服务中
心集中受理计量、标准化、检验
检测、认证等各类业务，为烟台
NQI综合服务网络核心，它可
以提供标准服务、计量、检验检
测、认证、质量提升、技术攻关、
质量培训、综合业务咨询、质量
管理创新、信息资源共享等十
大服务功能，可以提供一揽子
质量提升援助服务。

“以前的时候，各业务窗口
比较分散，现在将各业务窗口集
中起来，协同服务，有机融合可

产生更多的合力，满足当下企业
的各种需求。”刘海滨介绍，在特
种设备检验报检方面，以前企业
只能跑到位于福山区的烟台市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现在除福
山区，在莱山区的烟台NQI综合
服务中心、烟台NQI开发区综合
服务中心都设了窗口，企业可根
据需要就近选择。

提供多种上门服务

在工业园区设立工作站

为给企业提供最大便利
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烟台
市质监局还开通了烟台NQI远
程服务系统，利用互联网+流动
NQI综合服务，为基层局和企
业提供方便快捷的NQI综合服

务，主要提供NQI综合服务、上
门服务、视频交流服务。

刘海滨介绍，很多企业都
有大量的计量器具需要检定，
以前都是企业送到计量所来检
定，现在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
质监局特意开设了送检车，企
业可就近送到送检车上来检
定，还特意开通上门取件服务。
加快车载移动服务平台建设，
整合配置定位系统、现场检测、
数据上传等技术要素，对大中
型企业可以满足现场检验检测
的项目提供便捷、快速、高效的
现场服务。

针对一些距离较远的县市
区企业，专门开通了视频实时
服务系统建设，通过微信的视
频通讯功能，实现零距离服务，

解答企业的疑惑。烟台NQI综
合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窗口设立
了视频对话室，添加YTNQI01-
YTNQI03微信号，企业可选择1
-3号客服进行视频交流、文件
传输，必要时，可应邀上门服
务，零距离解决企业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难题。

同时，加大NQI共享资源
建设。对于烟台质量技术基础
能力达不到企业要求的检测项
目，帮助企业协调相关机构，提
供检测资源、设备、专家共享等
服务。另外，还在全市行业集中
的各大工业园区内，设立了烟
台NQI综合服务中心驻园区工
作站，比如设立了万华工作站，
为万华企业提供计量器具检
测、特检、标准化培训等服务。

烟烟台台NNQQII综综合合服服务务中中心心成成立立
系全国首家，十大服务功能助力制造业强市建设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7月10日，烟台NQI综合服务中心启动仪式在烟台市质监局举行，为服务制造业强市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烟台

市质监局有机整合了计量、标准化、检验检测、认证等技术资源和行政资源，创建了烟台NQI综合服务网络，成为山

东省乃至全国首家NQI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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