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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6日讯(记者 曲彦
霖) 8月18日上午九点，“东方
大舞台，想秀你就来”大型公益
鉴宝活动将在烟台东方文化市
场内东方书画院举办。烟台的
藏友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
会，纷纷拿出自 己珍藏或祖
传的宝物，报名请专家鉴定。不
仅如此，来自山东省临沂、淄
博、枣庄、潍坊等地，远至大连
葫芦岛和江苏盐城的藏友也纷
纷报名参加。目前本次公益鉴

宝活动仅剩20个名额，不收取
报名费用，家里有宝物的快来，
报名电话：曲女士16688189023，
李先生15253522272。

“手机上看到烟台市有鉴
宝活动，我想把自己收藏的钱
币，请专家鉴定一下真假。”来
自江苏省盐城的姜先生电话
报名本次鉴宝活动，称将带着
自己收藏的中华民国十七年
大元帅纪念币，张作霖免冠壹
元银币，和中华民国三年袁大

头正反面头像错版银币到鉴
宝活动现场，请专家帮忙鉴定
真伪。

每件藏品背后都蕴藏着
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个藏友
与宝物的相 遇都有一个特
别的故事。聆听专家讲述宝
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感受稀
世 珍 宝 的 传 奇 色 彩 。8 月 1 8
日，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与
烟台东方文化市场将联合举
办“ 东 方 大 舞 台 ，想 秀 你 就

来”大型公益鉴宝活动，活动
邀请到中国文物鉴定界和收
藏界“大咖”耿启明、周倜、刘
荣光、刘昌潍和马广文亲临
现场，鉴赏宝物的同时，为您
在收藏中的遇到的问题做出
专业解答和指导。

这是一个专业的公益鉴宝
活动平台，活动邀请的知名专
家均有着丰富的鉴宝经验，眼
光独到，您的“宝物”是真是假
都难逃他们的“法眼”。不要再

把新仿的工艺品当“宝物”，也
不 要 埋 没 了 真 正 宝 物 的 价
值。

现活动仅剩20个名额，不
管是家传的宝物还是收藏的珍
品，赶紧带着您的“宝物”来让
专家“掌掌眼”吧。

鉴宝活动时间：8月18日上
午九点，为期半天，请远道而来
的朋友妥善安排好时间。

鉴宝活动地点：烟台东方
文化市场内东方书画院。

家家有有宝宝物物,,快快拿拿来来找找专专家家““掌掌眼眼””
本报即将举行鉴宝活动，仅剩20个名额，赶紧来报名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刘肖宏)

18岁女孩查体检出罕见异位
孤立肾，已引起慢性肾积水，传
统CT及输尿管镜检查无法详细
探查出输尿管狭窄的具体原因
及位置，考虑到女孩年龄小，毓
璜顶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在计算
机辅助手术系统的协助下，利
用腹腔镜手术为女孩行罕见异
位孤立肾输尿管吻合术，仅在
肚皮开了两个小孔就为女孩解
决了问题，避免了传统开腹手
术对身体的伤害，更有利于女
孩身体健康的恢复，也达到了
其对美观追求的目的。

由于家境贫寒，18岁的芳
芳(化名)很少有机会做正规的
体检，日前一次查体中她被诊
断出慢性肾积水。不仅如此，检
查结果显示芳芳的身体结构也
与常人有异，一般人都有两只
肾脏，而她只长了一个，且位置
于膀胱后方、盆腔的底端，由于
旋转不良导致慢性肾积水，导
致输尿管狭窄，影响排尿功能。

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长、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高振利介绍
说，由于芳芳的孤立肾位置靠
下且前方有肠道阻隔，普通CT
及输尿管镜检查均无法探查出
输尿管狭窄的原因及周围血管
压迫情况，给手术带来很大难

度。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高
振利向全国知名泌尿外科专家
发出远程会诊，专家均称这种
情况比较罕见，没有更好的办
法只能行开腹手术。

但考虑到芳芳年龄小日后
还要结婚生子，对身体健康和
美观有着双重要求，高振利和
他的团队迟迟没有动手。经过
反复论证，利用海信计算机辅
助系统收集增强CT的数据影
像还原成立体3D成像技术，毓
璜顶医院的专家们终于看清输
尿管狭窄的具体位置，在计算
机辅助系统的协助下制定手术
路径规划，利用微创腹腔镜手

术，在肚脐和肚皮表面开了两
处小孔，高振利副院长成功为
女孩进行了罕见异位孤立肾输
尿管吻合术，手术时间仅用了1
个小时，就为女孩解决了疾病
困扰。如今，女孩恢复情况良
好。

“术后效果明显，对以后肾
脏功能的恢复也不会产生影
响。”高振利副院长称，传统开
腹手术创口大、出血量多、恢复
慢，不利于芳芳的身体健康，而
利用腹腔镜微创手术则可大大
避免了这方面的问题，还能保
持外形美观，对芳芳的心理影
响也能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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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烟台迎来了连续的
高温天气，让人感到十分闷热。
一台“爱心冰柜”的出现给炎炎
的盛夏带来了丝丝清凉。

爱心冰柜被放置在大悦
城的南广场，冰柜里放满了矿
泉水，旁边的牌子上提示“环
卫工人、交警同志、快递和外
卖小哥免费领取”。据了解，此
次活动是烟台大悦城联合可
口可乐，策划的一场“高温补
给站，免费送冷饮”的公益活
动，目的是呼吁大家共同关怀
户外工作的群体，同时希望能
够在社会上传递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记者观察到，在不到二十
分钟的时间里，陆续有十几位
穿着工装的环卫工、外卖小哥
打开冰箱领取了矿泉水。其中
有一位身着橙色衣服、头上裹
着防晒纱巾的环卫工人阿姨，

来取冷饮时满头大汗，记者上
前交谈了几句。“我在这附近工
作已经好几年了，听到工友说
这里免费送水就过来了。”阿姨
脸上泛起了腼腆的笑容，一连
说了好几声谢谢，“这些天实在
是太热了，这样的活动让我们

心里很暖。”
大悦城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周五至周日三天时间里，
一共有400多瓶冷饮、饮料被领
走，在免费领走冷饮的同时，也
有好多热心市民自己买来矿泉
水、可乐补充进冰柜。

““爱爱心心冰冰柜柜””现现烟烟台台街街头头，，33天天领领走走440000多多瓶瓶冷冷饮饮

增强企业安全责任意识
烟台市特检院全面加强

对涉氨企业压力管道的安全
保障工作，对企业负责人和
员工进行特种设备安全引
导，增强企业员工的责任意
识和安全意识。(通讯员 金
鹏)

完善应急救援值班制度
为进一步完善人员应急

救援值班制度，烟台市特检
院要求责任到人，落实到人，
保持通讯畅通，确保出现特
种设备突发事件随叫随到，
保证技术应急救援体系正常
运转。(通讯员 金鹏)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条例》《山东省安全生
产条例》《山东省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等法律法规规定，我作为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自愿接受社会监督，现郑重
承诺如下：

1 .本单位建立健全了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了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组织制定了
符合本单位实际需要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
程，并严格执行。

2 .本单位有8名员工，配
备了1名分管安全负责人、1
名分管生产负责人、1名安全
管理人员 ,人员具备与本单
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
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
力。

3 .本单位按规定足额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保证
在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
防 护 设 施 设 备 ，配 备 、维
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
备和应急演练，开展重大
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
监控和整改，安全生产检
查、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
设，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
人员安全防护用品，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安

全生产适用的新工艺、新
标准、新技术、新装备的推
广应用，安全设施及特种
设备检测检验，其他与安
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4 .本单位所有员工都进
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
考核合格，并每年进行再培
训，内容包括对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本单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劳动防
护用品穿戴、事故警示、应急
防范措施等。

5 .本单位属于连续性生
产，能够严格执行安全条件
确认制度，进行全面的风险
识别，全面落实各项安全管
理和应急保障措施。

6 .本单位涉及重点监管
危险化学品汽油 ,按要求落
实安全管理、监测监控、应急
管理等措施。建立了视频监
控系统。

7 .本单位制定了《生产
安全事故安全应急救援预
案》，配齐了应急物资和装
备，并强化演练，不断增强广
大员工风险防范意识，提高
自救互救能力。
承诺人：梁伟
企业名称：烟台开发区达连
油品销售有限公司加油站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600MA3BY0F5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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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开开发发区区达达连连油油品品销销售售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主主要要负负责责人人安安全全生生产产履履职职公公开开承承诺诺书书

本报8月6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8
月6日，记者从烟台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2018中国
(烟台)国际食品安全暨进出
口食品博览会将于8月17日至
19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
办。为进一步展示烟台市食

安品牌形象，为食博会营造
一个良好的环境，近期，烟台
市食安办会同市公安局、商
务局、工商局、食药监局、文
广新局、网信办、烟台海关等
单位利用半年的时间，在全
市继续组织开展保健食品欺
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

烟烟台台开开展展食食品品保保健健食食品品

欺欺诈诈和和虚虚假假宣宣传传整整治治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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