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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
委《关于开展2018年“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的通知》，根
据烟台市卫计委的统一安排，9月6日，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积极参加了莱阳
市卫计局在工人文化宫广场组织的
2018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
活动。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内分
泌科、感染性疾病科、外科等医
护人员为过往市民免费提供疾
病咨询、用药咨询、测量血糖血
压等服务，并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的形式，普及医学常识和健
康知识，帮助群众提高健康意
识、培养正确的就医和用药理
念。“医生走上街头，为我们免
费义诊，是真正服务百姓健康，
为民办实事的大好事，我们老

百姓非常欢迎。”测量完血压完成咨询
后，一位退休老职工高兴地说。

据统计，活动当天共计服务群众
100余人，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200余
份。

(董明慧 位佳)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积极参加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

为深入开展建设领域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积极宣传
发动社会各界群众参与到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来，更好
地收集建设领域涉黑涉恶线
索，9月4日上午，莱阳市建设
局开展了建设领域涉黑涉恶
专项斗争问卷调查活动。

此次问卷调查以不记名
方式展开，内容涵盖了对国
家“扫黑除恶”相关政策的态
度，“扫黑除恶”工作开展情
况的了解程度，以及“扫黑除
恶”举报线索知晓率等相关
方面内容共计14个问项。

调查中，大家认真阅读
答 卷 ，真实表 达 看 法 及 建
议，工作人员适时对涉及建
设领域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情况进行面对
面的宣讲，增强了居民积极
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坚定决心。通过调查进一
步加大了扫黑除恶斗争的
宣 传 力 度 ，提 高 了 群 众 对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
晓率，充分调动了居民群众
参与扫黑除恶行动的积极
性、自觉性，让“扫黑除恶”
工作更加深入民心，营造了
全社会扫黑除恶的浓厚氛
围。

问卷调查过程得到了群
众的一致好评，群众希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对
涉黑涉恶犯罪分子严惩不
贷，干群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通讯员：刘猛飞

莱阳建设局积极开展

建设领域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公告

●徐丽对原登记于徐炳志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

记(坐落莱阳市羊郡镇南羊郡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

604913号 ;土地证号：莱集用(90)字第032328号)。现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对该申请进

行审查并予以公示。从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30日

止。如对该申请有异议者，须在公示期间向不动产登记

机构提出并提交书面材料，据以复核。公示期满无异议

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特此公示 2018

年9月11日

●王强对原登记于王新金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

记(坐落莱阳市羊郡镇垛埠店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

000507号 ;土地证号：莱集用(2015)第024665号)。现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对该申请进

行审查并予以公示。从2018年9月11日至2018年9月30日

止。如对该申请有异议者，须在公示期间向不动产登记

机构提出并提交书面材料，据以复核。公示期满无异议

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特此公示 2018

年9月11日

遗失声明

●盖振学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的土

地证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7)字第020534号，现登报声

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姜重恩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东关村的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0)字第053753号，现登报声明

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莱阳市沐浴店镇沐农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370682NA001363X)营业执照(正副本)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祝寿海坐落于莱阳市照旺庄镇祝家疃村的房产证丢

失，证号为：301798，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

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姜士民坐落于莱阳市照旺庄镇蒿埠头村(东沟从北往

南数第八排，从西往东数第三栋)的房产证丢失，证号

为：310624，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

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东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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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有员工105名，设置了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了13名安全责任
人，20名兼职安全管理人员，1名安全专
职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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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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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与安全生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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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重点部位、特种设备、产品危害性、
工艺流程、危险区域、危害因素、岗位风
险、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事故警示、应
急防范措施等。

5、本单位属于危险化学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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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按工艺安全要求，落实
安全管理，安装了监测监控系统，应急
管理等措施、建立了视频监控系统，进
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控，并安排专人值
守。

7、本单位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安
全应急预案救援预案》，配备了应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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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单位创建了安全生产风险管

控及隐患排查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本单
位双体系建设，确保实际运行效果，切
实提高运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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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9月
7日-8日，2018医药创新与发展
国际会议暨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联谊会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
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在烟台
举行，现场29个项目进行集中
签约，海内外二百多名医药专
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趋势，通过深层次
的交流与合作，助力烟台医药
产业发展。

此次会议由烟台市政府、
中国药学会、中国医药创新促
进会主办，共有约800名来自国
内外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有关
企业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会
议。期间，将举行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联谊会生物医药与生
命科学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
会，200多位专家学者开展专业
研讨演讲，并签约一批政府、基
金、企业、人才合作项目。

近些年来，烟台的医养健康

产业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培育形
成了一批像绿叶制药、荣昌生物
这样的医养健康企业，全市医养
健康企业达1 . 6万家，其中境内
外上市公司14家、全国医药百强
企业5家，是首批国家健康城市
试点市和首批国家医养结合试
点市，2017年全市医养健康产业
总收入达到800亿元。

会议现场，来自医药领域
的专家还进行了主旨演讲，期
间将开设多个分论坛和研讨
会，上演高层次对话，对医药健
康产业发展进行深层次交流和
探索，现场29个项目进行集中
签约，助力烟台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

近年来，烟台还打造了一
批高水平创新平台、汇聚了一
批高层次领军人才，拥有国家
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示
范企业4个，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24人、泰山学者和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38人。去年，首届医药

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在烟台成
功举办，签署了合作共建烟台
国际生命科学创新示范区，以
及宁远药业新特药、中乌干细
胞转化研究中心、石药集团物
流等产业项目，目前正在有序
高效推进，有的已经投产运营。

这次会议以“创新·合作·
投资·共赢”为主题，对进一步
做强做优烟台医养健康产业，
必将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起到
新的推动作用。当前，烟台市
正聚焦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
现高质量发展，把医养健康产
业作为重点培育发展的八大
主导产业之一，设立了总规模
50亿元的产业基金，加快建设
国际生物医药创新产业园和
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努力促进
医疗养老养生多业态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国际生命科学创
新示范区。力争到2020年，全
市医养健康产业总收入达到
1000亿元。

2018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在烟台召开

220000多多名名专专家家把把脉脉医医药药创创新新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王娜 王
海霞) 背街小巷是城市环
境卫生整治的重点、难点，也
是制约城市环境卫生整体提
升的关键点，背街小巷虽处
于城市的角落，往往却最能
体现一个城市的颜值、气质
和品质。为有效解决背街小
巷“脏乱差”问题，提升城市
环境面貌，2018年，芝罘区深
入结合老旧社区整治改造工
作，将17个老旧社区范围内
276条背街小巷列入综合整
治计划，目前整治工作已基
本完成，为烟台市卫生城、文
明城创建打下了坚实基础。

芝罘区集中力量对市容
环境、秩序、集贸市场、“三
小”、“五小”行业等方面进行
治理规范，全面清理街巷卫

生死角、私搭乱建、占道经
营、违规广告等“十乱”问题，
累计整治各类问题3200余
处；联合交警部门开展“僵尸
车”清理整治行动，并加大对
道路违停车辆查处力度，维
护街巷停车、行车秩序，净化
社区空间。文化宫后街西起
大海阳路，东至仁里街，道路
总长527米，总面积5270平方
米，文化宫后街为商业街，道
路沿街均是商业网点，沿街
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私搭乱
建现象普遍，两侧门头牌匾
设置不规范，路面破损严重，
通过市容环境秩序问题清
理、路面沥青重铺、墙体粉
刷、门头牌匾统一更换、规划
停车位等综合整治举措，文
化宫后街焕然一新，昔日的
闹心街巷变得井然有序。

芝芝罘罘区区227766条条背背街街小小巷巷
综综合合整整治治基基本本完完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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