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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夜巡”祛除夜间市容“顽疾”
本报荣成9月10日讯(邹媛媛)

连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持
续强化夜间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对夜间市容市貌顽疾、夜市油烟
污染等整治难度大、极易反弹和
屡禁不止的问题，以严管重罚、

管治并举的高压态势，对个别仍
然存在的夜间占道经营、流动商
贩、市区露天烧烤和餐饮油烟污
染、噪音扰民等违规行为坚决予
以查处取缔。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采取不

定时间、不定区域、不定人员的
方式，对市区夜间各种不文明现
象和影响市容市貌秩序、环境卫
生的行为进行整治，祛除城市
脏、乱、差，为市民营造文明美丽
的夜间城市环境秩序，推进当前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累计登记保存各类违规占道
物品20余宗，市区夜间市容环境
面貌得到进一步提升。接下来，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严格按照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统一部
署要求，坚持市容整治“管用”、

“见效”的原则，全力做好各类投
诉问题，并将集中整治和加强日
常管理结合起来，确保整治成果
的常态化、长效化。

少吃一点盐，生活更健康
市商务局加大减盐防控高血压宣传

6日，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监督执法人员参加了荣
成市2018年“服务百姓健康
行动”义诊活动周启动仪
式，现场普及宣传健康知识
及卫计法律知识。

李光
崂山街道卫生院组织

全院职工学习医院感染与
控制，并进行理论考试和手
卫生操作，让全院职工认识
到预防与控制医院感染是
每名医务人员的责任和义
务。

邹良燕

为巩固宣传医院预防
中风、控制H型高血压防控
惠民工程已取得的成果，进
一步提高居民项目知晓率，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再次
组织医务人员利用赶大集
的契机，推进H型高血压宣
传。

许云梅
日前，荣成食药局全体

机关干部对机关东门的卫
生进行了“无死角”清理，美
化了工作环境。

杜君好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结

核病防控工作，防范学校结
核病疫情的传播，日前，崂
山街道卫生院在开学季对
辖区4 0 0 0余名大中专新生
进行了结核菌素试验筛查。

许云梅
今年9月1日是第1 2个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
为进一步普及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传授健康生活
技能，崂山街道卫生院开
展了一系列以“三减三健，
全民行动”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许云梅

本报荣成9月1 0日讯 (刘源
伟) 为进一步推广健康生活方
式，降低全市居民人均食盐摄入
量，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市商务
局积极开展减盐防控高血压的
系列宣传活动。

市商务局充分利用商超的
窗口优势，为大润发、尚悦百货、
新庄家家悦三家大型商超配备
了血压计、体重计以及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的宣传资料，直接服务
广大市民。同时，市商务局联合
市慢性病防控中心，对大润发、
尚悦百货开展的低盐食品及健

康宣传进行指导，对商超在张贴
宣传海报、健康提示牌、减盐墙
贴、健康生活读本以及低盐食品
专柜的设置方面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组织商
超通过更多样化的形式，更加广
泛地对“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健康体重，健康血压”、“每人每
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等健
康知识进行宣传，进一步提高市
民对健康生活理念的认识，倡导
市民践行低盐、低油、低糖的健
康生活方式。

中科院院士齐聚荣成“把脉”经济发展
本报荣成 9月 1 0日讯 (杨

青) 9月3日至9月9日，12名中
科院院士、专家齐聚荣成，开
展为期一周的“院士荣成行”
活动。期间，院士与专家进行
科普讲座、企业考察等系列活
动，为荣成市智慧城市建设、
医疗卫生领域改革、新旧动能
转换、经略海洋、乡村振兴等
工作献计献策。

活动中，中科院院士、专
家先后实地考察了荣成市城
市规划与建设、招商引资和招
才引智、创新创业环境、非遗

文化及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
了解荣成市在高质量项目引
进、重点项目建设、创业项目
落地扶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保护非遗文化等方面的情
况。

9月5日至6日，中科院李
家春、阎锡蕴、赵宇亮、王生
进、林强等院士专家，围绕人
工智能、新医药、红色精神传
承等方面作了专题讲座。

9月7日，荣成市新旧动能
转换院士专家座谈会举行，邀
请多位中科院院士、青年专家

为荣成市经济社会发展把脉
会诊、出谋划策。从加强科技
引领支撑、高端人才培养引
进、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生态
环境保护等方面对荣成市新
旧动能转换提出了意见建议。

据介绍，荣成市拥有显著
的配套优势、土地优势、交通
优势和政策优势，产业基础雄
厚，海洋产业集群规模突破千
亿元，生态建设、文明建设、信
用建设等工作走在了全省乃
至全国前列。作为海洋经济强
市，荣成市拥有规模以上海洋

食品企业267家，省级以上研
发机构62家、高新技术企业34
家，是中国海洋食品名城、国
家新型工业化(食品)产业示范
基地、全国首批食品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示范区，拥有石岛
港、龙眼港2个国家一类开放
口岸、1 0个一类开放作业港
区，海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
30万人次、占全省三分之一，
拥有威海(荣成)国际海洋大宗
商品交易中心、日韩食品“同
线同标同质”平台。荣成市新
兴产业发展迅猛，与清华大

学、歌尔集团等建立战略合
作，有力地推动碳纤维新材
料、VR/AR、智能机器人等产
业集群发展。2017年引进国内
外项目69个，拥有房车零部件
电商平台等6个专业平台，其
中康得碳谷项目是多年来引
进的投资规模最大、科技含量
最高的重大战略项目。围绕美
丽乡村建设，荣成市全面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出台相关政
策，“五个振兴”齐发力，奋力
开创“三农”工作突破式发展
新局面。

小蜗牛危害大，综合防治很重要
本报荣成 9月 1 0日讯 (刘海

山 ) 近日，有市民反映自家菜
地白菜蜗牛泛滥，市蔬菜生产办
公室技术人员第一时间给当事
人提出了防治办法。在此，技术
人员提醒菜农，蜗牛防治要提
早，要进行综合防治。

蜗牛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
主要危害豆科、十字花科和茄科

蔬菜以及粮、棉、果树等多种作
物。蜗牛的成、幼虫以齿舌刮食
叶、茎，造成孔洞或缺刻，甚至咬
断幼苗，造成缺苗，对蔬菜和其
他作物生产影响不小。

做好蔬菜蜗牛防治主要抓
好以下五点：提倡地膜覆盖栽
培，减轻蜗牛的危害；采用清洁
田园、铲除杂草、及时中耕、排干

积水等措施，破坏蜗牛栖息和产
卵场所；进行人工诱集捕杀，用
树叶、杂草、菜叶等在菜田做诱
集堆，天亮前集中捕捉；在沟边、
地头或作物间撒石灰带，亩用生
石灰50-75千克，保苗效果良好；
撒施四聚乙醛颗粒，或在蜗牛出
来活动时，用乙酰甲胺磷 5 0 0 -
800倍喷洒防治。

创创建建国国家家卫卫生生城城市市

检修
6日，国网荣成市供电公司变电检修班结合秋检计划，对110千伏俚工站2号主变、35千伏II段母线及开关间

隔进行设备检修、清扫及例行试验。
韩天凯 隋鹏飞 摄

荣成交通打击“黑恶”

守护平安出行

本报荣成9月10日
讯 (高媛) 自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市
交通部门与公安部门
强强联合，打击严重扰
乱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的涉黑涉恶违法行为，
斩断非法运营的不法
利益链。

市交通部门监察
大队制定专项实施方
案，每周召开例会安排
部署扫黑除恶工作。同
时，加强与公安部门的
配合，严厉打击长期盘
踞在主要客流集散地
的 互 相 勾 结 喊 客 、拉
客、倒客的“黑车”团
伙；恐吓、强迫乘客支
付高价车费的“黑车”；
车内长期放置管制刀
具，言语攻击乘客和执
法人员，驱车冲撞执法
人员或强行闯卡等妨
碍执法的涉黑涉恶人
员。另外，公开举报电
话，畅通举报渠道，及
时受理有关黑恶势力
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近期，监察大队执
法人员在城铁站发现一
辆轿车经常在此拉客、
倒客，从事非法营运。执
法人员依法检查取证
时，该司机却强行将涉
事车辆开走，执法人员
与城铁派出所民警多次
传唤，但对方均不予配
合。之后，民警锁定了涉
事司机张某的住处，于9
月4日到家中将其传唤
至派出所。经查，张某为
逃避执法追查，案发后，
将车辆过户给他母亲，
并更换了车牌号。目前，
执法人员对张某作出拟
罚款10000元的处罚决
定。

目前，市交通部门
针对已摸排上报的6起
涉黑涉恶线索，正配合
公安部门依法追查。下
一步，市交通部门将继
续联合公安部门对查
处的涉黑涉恶“黑车”
持续跟进，全面肃清交
通运输领域存在的涉
黑涉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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