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清理烟草广告助力创建卫生城

本报荣成9月25日讯(曲玲)
为助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加大控烟力度，荣成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开展烟草广告专项整
治行动，在建成区全面清理烟
草广告。

“依据《广告法》等有关规
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发布烟草

广告，而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的要求和标准更高，须在建
成区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市
市场监管局商标广告监管科
负责人介绍。据了解，荣成市
建成区东到车道河桥，西到高
架桥，北到北外环，南到凭海
路。根据上半年开展的烟草广

告摸排情况来看，烟草广告部
分存在于烟酒行、商店等取得
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商家，主要
以柜台、货架上的看板以及小
显示屏等形式发布，其内容主
要是香烟品牌形象宣传，篇幅
并不大。尽管内容不显眼，但
这仍然属于烟草广告的清理

范围，对此，市市场监管局积
极与烟草专卖局沟通，建议其
对从事烟草专卖的商家统一
清理烟草广告看板。

此次烟草广告专项整治行
动中，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已对烟酒行、商店、超市、市场、
动车站、电影院等30多家公共

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前期摸排
中发现的烟草广告已经清理，
目前暂未发现烟草广告。该项
行动将继续深入开展，对违反

《广告法》有关规定发布烟草广
告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对广告
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处
20万元-100万元的罚款。

这个季节打喷嚏

可能不是感冒

本报荣成9月25日讯(王春馨) 每逢
换季就是过敏高峰期，往往出现咳嗽、流
鼻涕等，这些看似感冒的症状，可能是过
敏反应。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根据发病
时间不同分为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和季节
性过敏性鼻炎。秋季空气干燥，风力较
大，再加上作物成熟，是许多草本植物花
粉的传粉时节，使得两种过敏性鼻炎都
具备了发病条件。

过敏性咳嗽：花粉、尘螨和细菌被过
敏体质的人吸入，可引发过敏性咳嗽。

气象过敏：对天气的突然变化产生
的不适应感，称为气象过敏症，多发生在
气温骤降时期。

花粉、灰尘等引起的过敏：空气中的
微生物、花粉、灰尘，是最常见的过敏原，
秋天干爽，这些过敏原容易飘飞，易过敏
的人接触后，可出现打喷嚏、流涕、流眼
泪，鼻、眼及外耳道奇痒等症状，严重者
还会诱发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

“新学期开始，厕所有了新变化”
崂山街道全面推进机关、学校、企业、农村公厕改造

14日，市中医院开展了
心肺复苏技能培训，通过手
把手教学示范和操作演练，
让参训人员更全面掌握心肺
复苏的操作要领。

赵丽
石岛人民医院适应季节

特点，研制推广预防感冒香
囊。该香囊具有袪寒解表，宣
肺通窍之功效。四季交替之
际，气候多变，佩带香囊预防
感冒，特别是抵抗力差的小
孩与老人佩戴香囊，扶正祛
邪，防病治病，简单易行。

唐志华
为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

健身意识和健康水平，引导
职工重视骨骼健康，践行健
康的生活方式。近日，市中医
院团支部组织开展了一次全
院学习“健骨操”活动。

王雪楠
为不断提高居民预防和

控制各种慢性病意识和能
力，荣成市中医院以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为主题，以“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为契机，开展
了系列健康义诊服务活动。

姜丽华
中秋节前夕，市中医院

开展了慰问帮扶村活动，为
贫困家庭送去慰问品。

宋晓方
15日，石岛人民医院志

愿者来到桃园街道嘉和社
区、东山街道柳树集村、荣成
康宁医院看望帮扶三户贫困
家庭，送上节日的祝福。

张炜炜
近日，市疾控中心到荣

成市人民医院开展传染病防
治等创卫检查工作，并对卫
生薄弱环节进行督导。

曲杨
为给市民创造舒适的生

活环境，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提前介入，全力打赢露天烧
烤整治战，为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打好基础。自5月起，已
开展为期5个月的露天烧烤
整治行动。 刘磊

日前，荣成市质量强市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经
信局、城建局等8个部门开展

“质量月”主题宣传活动。
刘国平 于珺雁

日前，市妇联以“口腔健
康，全身健康”为主题，举办
了“爱牙日”健康知识讲座。

姜丹丹
20日，荣成市基层妇联

主席培训班举办，各区镇街
妇联主席，部分村(社区)妇联
主席及市妇联全体工作人员
参加了培训。 姜丹丹

为营造更加健康有序
的计量环境，荣成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对全市农贸市场超
期未检的电子秤进行现场
集中检定。本次检查共对7
处农贸市场的1064台电子
秤进行了现场免费检定，
减免费用15960元。

杜君好
9月20日爱牙日当天，

崂山街道卫生院医务人员
走进辖区中学，给同学们

上 了 一 堂 牙 齿 保 健 专 题
课。 许云梅

为确保全市农村饮用水
安全，9月以来，市检验检测
中心在做好监管部门抽检和
企业样品等常规检验任务的
同时，深入推进创卫工作，加
班加点做好全市农村饮用水
水质检测工作，为群众健康
保驾护航。

崂山街道雨夼村山地
多，地形复杂，造成当地老
百姓秋收难的困境。为助力
秋收，普惠百姓，雨夼村村
两委组织20多名人员和两
台 挖 掘 机 整 修 进 山 山 路
8000多米，惠及山地面积853
亩，为323户老百姓提供了
秋收便利。

孙丽梅
近日来，崂山街道工作

人员联合志愿者们开展中秋
节走访慰问困难家庭活动，
对街道44户困难家庭进行了
走访慰问。

高敏 周广庆

鑫通汽车城工会联合会成立
崂山街道总工会积极推动基层企业建会立制工作

本报荣成9月25日讯(韩丛影
汤晓璇) 日前，鑫通汽车城工

会联合会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委
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并同时
召开了第一次工会委员会和经
审委员会会议，标志着鑫通汽车
城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一直以
来，崂山街道将基层工会组建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坚持问题导向，
整合行业资源，实现了工会组建

“广覆盖”，为更好地维护广大职
工权益提供保障。

鑫通汽车城聚集了12家汽车
销售服务企业。多年来，汽车城各
企业存在独立经营、分散管理、人
员流动性大等特点，急需建立工
会组织，让广大职工获得更多的
帮助和服务。为此，崂山街道总工
会逐个摸排调查，了解汽车城各
企业相关情况。同时，向企业发放

“工会组建告知书”，宣传建立工

会的必要性，和《公司法》、《工会
法》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通过
一家一家进行督导建会，做到“抓
一家建一家，建一家活一家”，最
终完成了10家汽车销售公司和2
家汽车专营店的工会组建工作
并成立和联合工会，发展工会会
员230多人。

联合会的成立，对调动汽车
城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更

好解决职工合理诉求具有重要
意义。

据了解，崂山街道现有建会
企业44家，总工会将以党建工作
为引领，认真组织企业推进“文明
厂区”创建工作，组织职工开展技
能比武、岗位培训、职工关爱、志
愿服务等各类活动，主动协助处
理好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
把工会建成职工依赖、满意的“职
工之家”。

速读

本报荣成9月25日讯(陈德强
周广庆) 小厕所，大民生。崂

山街道全面推进公厕改造，改善
环境质量，提升区域形象。其中
辖区内第二十一中学的厕所改
造工作全面完成，整齐敞亮的水
冲式公共厕所已投入使用。

“以前的中学厕所味道呛
鼻，瓷砖上满是发黄的尿渍，很
容易招来各种蚊虫”，崂山街道
办事处妇联主席王秀冬说，“威

海的专家组也曾对学校的厕所
情况提出了改造意见”。对此，
崂山街道和校方高度重视，根
据行业卫生标准制定了公共厕
所改造的卫生计划，于暑期内
完成施工，并建立起地面净、墙
面净、便池净，无积粪、无蝇蛆
的厕所卫生管理体系。

“新学期开学，我们的厕所
变干净了，墙上重新铺了瓷砖，
地面没有了积水和垃圾，厕所

外还配备了净手池……”学生
杨志豪细数着厕所的新变化。
学生赵丹彤回想起改造前的厕
所说，“厕所里的味道呛鼻，我
们进去都会屏住呼吸，现在卫
生环境变好了，各种设备也换
了新的，尤其是厕所外多了洗
手台，我们不用回到教学楼洗
手了”。共享改厕成果不仅是师
生，更有辖区内的职工和群众。

崂山屯村妇联主席张宗荣

来街道办事，发现街道厕所大
变样，感概到，“以前那个公厕
环境比较差，今天一来看了以
后，看看上顶有了盖，公厕还变
成了水冲，安装了门，整体都特
别的干净”。

崂山街道将民生工程与创
卫工作相结合，按照相关标准
要求，全面推进机关、学校、企
业、农村四个层面的公厕改造
工作，共需改厕31个，目前完成

24个，其余正在抓紧进行。
公厕改造是崂山街道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提升民生福祉
的重要工作，更关切到新时代
崂山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正所谓“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
桩”，崂山街道也将进一步向群
众宣传卫生与健康知识，在群
众中树立改厕工作的模范典
型，争创国家卫生镇，助力荣成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2018年职业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荣成9月25日讯(常强)
日前，2018年荣成市职工职

业技能竞赛活动落幕。此次竞
赛共有来自15家单位的305名
职工围绕“中式烹调师、中式
面点师、育婴员、车工、焊工”
五大工种展开竞赛。

此次竞赛分别对各工种
设置一、二、三等奖，选手分别
获得5000元、2000元、1000元
不等的奖励。同时，对获得一、
二、三等奖的选手，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荣成市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对各工
种一等奖选手，市总工会授予

“金牌职工”荣誉称号。
近年来，荣成市将技能竞

赛活动形成常态化，把竞赛活
动作为培养优秀技能人才的
有效载体，从思想上高度重
视，在行动上探索创新，并制
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竞赛
程序和激励机制，逐步将荣成
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一支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

开馆
9月 2 2日，好运角美术馆开馆，艺海寻

源——— 山东艺术学院油画展同时开展。好运角
美术馆的投入使用，为荣成市文化艺术交流搭
建了新的平台，将成为全市文化艺术的新亮点、
新名片。据悉，好运角美术馆总建筑面积9000平
方米，内设美术展馆、艺术博物馆、艺术活动体
验区等，主要从事艺术展览展示、艺术交流活
动、国学文化学习、艺术品定制、艺术公益课堂
等活动。

杨春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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