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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王娜 胡永明

姜连坤) 记者从烟台市住
建局获悉，2018年3月以来，莱
山区围绕上级部门提出的“无
私搭乱建、无乱堆乱放、无污水
外溢、无乱停车、无卫生死角、
无乱搭架空线、无外立面破损、
无违规广告牌匾、无道路破损、
无违规经营”等“十无”工作要
求，重点对彩辉街、红旗东路与

康复路连接路、辉光路、天成西
巷、天成东巷(东侧路)、柳林路、
天成中心大街、杏林路、宏川路
等9条背街小巷进行升级改造，
各项工作推进顺利。

计划投资625万元，由莱山
区城管局负责，对9条道路进行
道路及排水设施改造。截至9月
上旬，杏林路、柳林路、宏川路
等5条背街小巷改造已全面竣
工，累计完成改造长度2350米、

面积21040平方米，背街小巷面
貌焕然一新。剩余4条道路位于
前七夼周边，因枫林路改造，为
避免造成交通堵塞，暂未大范
围开工建设，预计10月底前竣
工。

宏川路是海滨社区主干路，
道路两侧长期存在车辆停放无
序、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现象，
结合背街小巷整治，黄海路街道
办事处投资120万元，对沿街门头

牌匾进行了统一升级改造，投资
0 .8万元修建半封闭垃圾站，杜绝
垃圾满天飞现象，督导社区物业
安排专人在重点时段盯防，规劝
店外经营业户6户。

在做好整治改造的基础
上，莱山区加强对整治过程的
监管、调度力度。建立了“周调
度、月通报”机制，每周对背街
小巷整治改造情况进行调度，
并对照调度情况进行现场查

验，每月对背街小巷整治改造
情况进行通报，褒奖先机、鞭策
落后，确保了背街小巷整治改
造工作落到了实处。

通过开展各项整治工作，
有效解决了莱山区部分背街小
巷环境卫生状况，规范了市容
秩序，为周边市民提供了规范
有序、干净整洁的生活、工作及
出行环境，从真正意义上改善
了城市环境面貌。

全市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系列报道

莱莱山山区区99条条背背街街小小巷巷升升级级改改造造

本报9月1 1日讯 (记者
刘丹 通讯员 孙瑞昆 李
世波 ) 寻找“最美扶贫人”
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各
部门和社会各界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导向，着重面向
基层一线，通过组织推荐、社
会推荐、群众推荐和个人自
荐 等 方式踊跃参与。8 月 2 9
日，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委统战部、市扶贫办等
18个部门单位组成的组委会

严格按照推荐标准条件，经
过认真审阅，按规定进行独
立 打 票 、当 场统计，评选出
118名候选人。

组委会秉承公开、公正、
公平原则，在相关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集中展示“最美扶贫
人”候选人基本情况和主要事
迹，接受社会公众的评议和监
督，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
展 示 网 址 ：h t t p : / /
www.shm.com.cn/special/node_

52826 .htm。
如对候选人有异议，可

向组委会办公室反映。监督
举报电话 6 7 9 0 6 1 8 ，电子邮
箱：y t fpb z z r s z@163 . c om；通
讯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
2 号 6 1 8 房 间 ，邮 政 编 码 ：
264000。

展示结束后，还将进行候
选人综合复评，最终评选出80
名“最美扶贫人”，并予以宣传
表扬。

烟烟台台““最最美美扶扶贫贫人人””集集中中评评选选展展示示
展示结束后，最终评选出80名“最美扶贫人”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添
祎) 9月11日，烟台毓璜顶医院
与烟台市120急救中心及其网
络协作医院、医联体分院共42
家医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正式举行，仪式由黄留业副院
长主持，于国平副院长出席仪
式并致辞。这标志着由该院主
导构建的区域性胸痛中心正式
成立，胸痛患者协同救治体系
已初具规模。今后急性胸痛患
者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科
学、最规范的救治。

“急性胸痛”是急诊病人常
见的症状，与之相关的致命性
疾病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张力
性气胸等，这些疾病发病快、变
化快，且呈年轻化趋势，已经成
为我国居民致死、致残和导致
劳动力丧失的重要原因。早期
识别和规范治疗急性胸痛，可
明显降低死亡率。因此，建立高

效、规范、便捷的区域性胸痛中
心势在必行。

作为烟台市最大的综合性
医疗保健中心、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烟台毓
璜顶医院于2003年在烟威地区率
先建立了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绿
色通道，开展急诊冠状动脉造影
术及支架植入术，在急性胸痛及
急性心肌梗死救治方面积累了
丰富经验。目前，该院心内科每
年完成急诊手术300余例，从急诊
入院到开通梗死相关血管用时
不超过60分钟，手术成功率高，
救治水平达国际先进。

今年6月，烟台毓璜顶医院
整合各学科优势，成立了院内
胸痛中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
医学模式。它通过整合心内科、
急诊科、心外科、血管外科、胸
外科、呼吸科、影像科、检验科、
超声科等多个优势学科资源，
对急性胸痛患者进行快速准确
的分类诊断，并通过采用科学、

规范的治疗方案，大大缩短了
胸痛患者的就诊时间，提高救
治成功率，改善了患者的预后
和生存质量。

为进一步协调区域间优质
资源合理共享，将具备急性胸
痛救治能力的医院和基层医院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和协
调，烟台毓璜顶医院主导构建
了区域性胸痛中心，通过实施
科学、规范、统一的诊疗流程，
使技术优势向基层延伸，急性
胸痛患者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
内得到安全、规范的诊疗。

据悉，签约后的各胸痛中心
成员单位之间将在专科建设、技
能培训、继续教育、人才培养、科
研合作和课题申报、远程会诊、
双向转诊、完善急性胸痛病人救
治流程等方面展开交流与合作，
并定期举办救治演练，提高急性
胸痛患者的救治水平，降低急性
胸痛患者的死亡率。

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杨军

表示，作为山东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今后医院将以完善区域
性胸痛中心建设为抓手，实现
对急危重症患者救治的网络化
建设、规范化诊疗和集约化管
理，使基层医院整体水平快速
提升，进而积极配合国家大医

改战略的实施。联合120急救系
统以及各成员单位，建立区域
化协同救治医疗体系，促进区
域化协同救治水平的整体提
升，在为患者提供快速、规范、
有效的诊疗服务的同时，打造
国内一流的胸痛中心。

上下联合 左右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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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赵逢晶)

9月10日，记者从福山区委
宣传部获悉，连日来，福山区
开展“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
专项行动全力攻坚行动，集
中整治各种违法开发建设活
动，坚决打赢生态环境治理
攻坚战。整改拆除工作得到
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截至
目前，累计拆除木屋、板房、
养殖等违章建筑126处，建筑
面积1万多平方米，所有整改
任务将在9月底前完成。

近年来，福山区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把银湖省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的问题整改工
作摆在突出位置，按照中央
环保督察和“绿盾2018”行动
要求，先后出台了《烟台福
山银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卫星遥感问题整改方案》
和《烟台福山银湖省级湿地
自然保护区落实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细化方
案》，逐项对标、逐一列出问
题清单，查处一个、整改一
个、销号一个，以最坚决的
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严
格的要求，全力呵护“生命
之源”。

恪尽职守 助力黄金盛会
为保障招远市第12届黄

金节期间特种设备实现“零
故障、零投诉、零事故”的安
全运行目标，烟台市特检院
招远工作站全体检验人员从
7月份开始对相关特种设备
进行全面检验，确保“黄金
节”成功举办。(通讯员 杨
学文 金鹏)

精益求精，全面检验
7月底，烟台市特检院招

远工作站针对商场、景点、酒
店宾馆等场所的电梯、锅炉、
压力容器、观光游览车等设
备进行全面排查，先后共检
查各类电梯98台，锅炉5台，
压力容器64台，观光游览车
32台，确保设备运行安全。(通
讯员 杨学文 金鹏)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张风雨) 9月
11日，记者从烟台海关获悉，9
月10日，益海(烟台)粮油工业有
限公司以加工贸易方式向烟台
海关申报进口的2000吨黄大豆
顺利通关，与以往不同的是，该
批黄大豆并没有办理加工贸易
手册，而是用以企业为单元的
加工贸易账册完成通关。

以企业为单元的加工贸易
监管模式，是指海关实施的以

企业为单元，以账册为主线，以
与企业物料编码对应的海关商
品编号(料号)或经企业自主归
并后形成的海关商品编号(项
号)为基础，周转量控制，定期
核销的加工贸易监管模式。

据了解，自2018年8月起，
烟台海关全面推广实施“以企
业为单元加工贸易监管模式”
改革，益海(烟台)粮油工业有限
公司成功设立了该关辖区第一
本以企业为单元的账册。改革

后，符合要求的企业将不必再
以合同为单元申请办理成百上
千的加工贸易手册，而是以企
业为单元(可以包含多个合同)
申请办理一本加工贸易账册，
这将为企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
力、时间成本，进一步降低企业
负担。据统计，新政策实施将惠
及烟台海关辖区近120家加工
贸易企业，按2017年数据测算，
1年可为辖区企业节省各项费
用约50万元。

烟烟台台海海关关推推行行加加工工贸贸易易监监管管模模式式改改革革
改革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惠及120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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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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