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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届省运会12日在青岛开幕

烟烟台台代代表表团团今今日日开开赴赴青青岛岛参参赛赛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隋旭东) 10月
9日，烟台市参加山东省第24届
运动会媒体通气会举行。记者
从通气会上获悉，山东省第二
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
12日在青岛市举行，将进行击
剑、篮球、射击(含飞碟)、游泳、
男子足球、田径、羽毛球、橄榄
球、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表
演项目)等11项次309个小项的
比赛，将产生446枚金牌。烟台
市体育代表团全力备战，并于
10月10日开赴青岛。

本届省运会共设射击、自
行车 (场地、公路、山地、小轮
车)、武术(套路、散打)、赛艇、静
水皮划艇、帆船(含帆板)、射箭、
击剑、现代五项、手球、橄榄球、
田径、游泳(含跳水)、铁人三项、
跆拳道、拳击、举重、国际式摔
跤、柔道、体操(含蹦床、艺术体
操)、足球、篮球、排球(含沙滩排
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高尔
夫(表演项目)、马术(表演项目)

等2 8大项8 3 6个小项，将产生
1132枚金牌。

本届省运会青岛市为主办
城市，淄博市、日照市为协办城
市。由青岛市承办摔跤、帆船、
跆拳道、排球(沙滩排球)、柔道、
篮球、武术、网球、射箭、拳击、
赛艇、击剑、射击、游泳、乒乓
球、橄榄球、羽毛球、田径、男子
足球等19个项目，占本届省运
会所设竞赛项目的74%；由淄博
市承办体操、现代五项、跳水、
手球、铁人三项、公开水域、女
子足球、举重 8个项目，约占
20%；由日照市承办自行车、皮
划艇两个项目，约占6%。本届省
运会设“青少年运动员组金牌
成绩奖”“青少年运动员组总分
成绩奖”“优秀运动员组金牌成
绩奖”“优秀运动员组总分成绩
奖”“竞技体育贡献奖”和“体育
道德风尚奖”6个团体奖项。

记者从通气会上获悉，本
届省运会预赛，从3月1 5日开
始，到8月31日结束，历时近5个

半月，共进行了59项次比赛。在
预赛阶段的比赛中，烟台市1083
名运动员参赛，共取得186枚金
牌、134枚银牌、107枚铜牌，有
1008人获得决赛资格。反映2014
年以来各市地为国家和山东竞
技体育事业所做贡献的“优秀
运动员组成绩奖”已经公布，根
据大会依照省体育局规定的记
分办法折算，烟台市折合获得
171 . 5枚金牌(其中大赛成绩141
枚，输送30 . 5枚)，位居全省第三
位(青岛292枚金牌，济南217枚
金牌，淄博113 . 5枚金牌)。

本届省运会决赛，分两个
阶段进行。从7月15日开始，到9
月21日为止，为开幕前比赛阶
段。在青岛、淄博、日照三市共
进行了34项次比赛，产生了692
枚金牌。截至9月21日，烟台市
有657名运动员参赛，共获得116
枚金牌、70枚银牌、72枚铜牌，总
分4168 . 5分。

山东省第二十四届运动会
将于10月20日闭幕。

坚坚持持开开拓拓创创新新 勇勇攀攀医医学学高高峰峰

由烟台毓璜顶医院主办的
“2018烟台消化病学及消化内
镜学年会”于9月29日-10月1日
在烟台成功召开。本次大会共
有300余名专家及代表参会，其
中包括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金震东教授、
常委王邦茂和黄永辉教授；中
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副主任
委员李延青教授；常委吕农华、
李景南、邹多武教授；中华医学
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陈世耀教授等国内著名消化及
内镜专家60余人。大会由烟台
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及消化
内镜学分会主任委员、全市该
领域学科带头人黄留业教授任
大会执行主席主持召开。大会
期间，国内著名专家就消化及
消化内镜领域最新进展进行9
场精彩的学术讲座，并现场直
播演示25例不同种类的消化内
镜手术，其中有10余例由该院
消化内科7名中青年业务骨干
独立现场操作演示。黄留业教
授现场演示了代表国内顶级水
平的4例高难度内镜手术，包括
经黏膜下隧道内镜肿瘤切除术
治疗食管固有肌层间质瘤、经
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贲门失
弛缓症等，得到与会专家代表
的高度评价，充分体现了该院
消化内科近年来在学科梯队建
设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巨大成
绩，也标志着该院消化内镜诊
治水平达国内领先。

会议期间，同时进行了烟
台市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及
烟台市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师
分会成立大会，经全市同行专
家无记名投票，黄留业教授以
全票通过当选第一届烟台市医
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主任委员
及烟台市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
师分会主任委员。

科室整体实力国内先

进

近20年来，毓璜顶医院消

化内科在黄留业主任带领下出
现持续跨越式发展，由1999年
初仅有17张床位的基础较薄弱
科室发展到现在拥有174张床
位的全国地市级医院唯一一个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专科医师
培训中心，以全国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荣获中国医师协会消化
内镜医师培训基地，李兆申院
士全国第一个专家工作站，全
省消化专业唯一一个省临床精
品特色专科。科室连续18年被
医院评为先进科室，综合目标
考核一直居全院临床科室首
位，科室综合实力居国内先进、
省内领先水平。该科下设胆胰
疾病、消化道早癌、超声内镜、
静脉曲张、肠道疾病、胃肠动力
与幽门螺杆菌6个亚专业。现有
医护人员90人，其中医生39人，
主任医师6人、副主任医师14
人，二、三级教授2人，具有博士
后/博士/硕士学历/学位者29
人，博导、硕导4人。享受国务院
特贴、卫生部及省突贡专家3
人，全国学会副主委及学组副
组长2人，全国学会委员及省级
学会副主委13人，SCI及中华级
期刊编委4人。开放床位174张，
年门诊量6 . 7万余人次。出院病
人1 . 1万余人次，平均住院天数
4 . 6天，药占比10 . 7%，这三大指
标均居国内同专业首位。近年
来，科室获计划内科研课题27
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及省科技
发展计划7项。获各级科技进步
奖18项，其中获省部级科技进
步二等奖5项，中华医学科技二
等奖是我省历史上第三个、烟
台市历史上唯一一个；获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及厅市级科技进
步一等奖6项，省医学科技一等
奖是烟台市历史上唯一一个。
发表论文276篇，其中SCI收录38
篇。主编大型专著6部。已培养
博、硕士研究生37名，年接收国
内外见习、实习、进修及规培医
师200余人。2003年后成功主持
举办了八届大型“烟台国际消

化内镜手术演示会”，承办了中
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四届
学组年会及“第一次全国消化
内镜诊疗技术普查工作总结会
议”。

内镜手术规模国内领

先

毓璜顶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现年开展内镜诊治8 . 8万余例，
其中胃肠镜检查4 . 6万余例，内
镜下治疗4 . 2万余例。1998年3月
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急诊内镜下
胃底静脉栓塞联合食管静脉曲
张结扎术(EVL)治疗肝硬化大
出血；2000年6月在省内较早开
展了ERCP；2001年3月在省内
较早开展了超声内镜技术；
2004年8月在省内率先开展了
双气囊内镜技术；2008年1月开
展了内镜黏膜下剥离术、2009
年5月开展了内镜黏膜下挖除
术及全层切除术、2013年1月开
展了消化内镜隧道技术，均达
省内领先。现年开展双气囊内
镜技术870余例，居国内首位；
年开展超声内镜技术4 0 0 0余
例、胃底静脉曲张栓塞术及
E V L 1 2 0 0 余 例 、治 疗 性
ERCP1100余例，均居国内领
先；年开展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内镜黏膜下挖除术及全层切除
术、消化内镜隧道技术510余
例，居省内领先。该科经过多年
的临床实践积累于2002年主编
了国内首部消化内镜治疗方面
的大型专著《实用消化内镜治
疗学》，在国内广大同行中获得
很高的赞誉，该专著的出版对
我国消化内镜治疗学的发展起
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已由人民
卫生出版社再版2次。

学科带头人黄留业享

有盛誉

该学科带头人黄留业同
志，现任毓璜顶医院副院长、消
化内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消

化内镜医师培训基地主任。主
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
特贴专家，卫生部及省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省级优秀共
产党员，市道德模范。兼国家卫
健委消化内镜诊疗技术项目专
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
镜学分会静脉曲张学组副组
长，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内镜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胰腺病学分会委员，中
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分会委
员，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省医学会消化病
介入诊疗分会副主任委员兼
ERCP组组长，省医师协会消化
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市医师
协会常务副会长，市医学会消
化病学分会及消化内镜学分会
主任委员。任《中华消化内镜杂
志》、《中华胰腺病杂志》等众多
国家核心期刊编委。从事消化
及内镜工作三十余年来，每年
多次受邀到三甲医院和全国学
术会议进行疑难危重病例重大
会诊、学术讲座及手术演示，
2011年12月在山东省第六次消
化内镜学术大会上内镜手术操
作评比总分居全省第一，获唯

一一个一等奖。近年来，获计划
内科研课题24项，其中任第一
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
省自然科学基金及省科技发展
计划3项。获各级科技进步奖17
项，其中任第一作者获省级科
技进步二、三等奖6项。发表学
术论文176篇，其中任第一或通
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文22篇。
主编大型专著4部，编写国家卫
健委规划教材1部。已培养博、
硕士研究生33名。

黄留业教授(右一)为患者实施ERCP治疗。

烟台毓璜顶医院消化内科黄

留业教授。

市市质质检检所所组组织织党党员员干干部部接接受受廉廉政政教教育育

为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
廉政自律意识，筑牢反腐倡
廉防线，烟台市质检所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到烟台廉政教
育基地接受了警示教育。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
以案为鉴，闻警自省，深刻领
会到在党纪国法面前不能存
有丝毫侥幸，对党的纪律和

规矩不但要心存敬畏，还要
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和生活
中。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廉
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不断提高反腐
倡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
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
实际工作中。(通讯员 孙金
霞)

栖栖霞霞市市纪纪委委监监委委建建立立七七项项机机制制
助助推推扫扫黑黑除除恶恶专专项项斗斗争争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范华栋 通讯员 王学刚)

9日，记者从栖霞市纪委
监委了解到，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以来，栖霞市纪委
监委紧盯群众身边的涉黑

涉恶腐败、充当黑恶势力
“保护伞”和工作推动不力
三大问题，建立七项机制，
狠抓工作落实，有力推动了
栖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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