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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电网春检工作全面启动 涉及电网检修项目972项

3月1日，国网烟台供电公
司组织施工人员对110千伏松
山站#1主变进行停电检修，标
志着烟台电网春检工作全面启
动。

2021年烟台电网春检工作
从3月1日开始，至6月16日结束，
历时108天。计划安排10千伏及
以上输变电设备停电工作972
项，同比增加15 . 7%；存在五级电
网风险25项，六级电网风险83
项。

为做好电网检修工作，迎接
夏季用电高峰到来，烟台供电公
司按照市、县“同标准、同质量、

同管控”的要求及“一停多用、综
合检修”原则，对检修、技改、基
建等各专业停电需求进行协调
平衡，根据负荷季节性变化合理
选取停电时间，并加强停电必要
性及可行性分析、风险分析，统
筹编制春检计划，采取方式调
整、同周期检修等措施后，压降
五级电网风险2项、六级电网风
险30项，减少35千伏及以上的重
复停电55项。提前参与重点基
建、技改工程停电施工方案审
查，对220千伏招沃线改造等停
电施工方案提出优化建议，避免
改造期间新能源场站长时间停

运，规避不必要的重叠检修，提
高电网供电可靠性。

检修期间，烟台供电公司加
强检修过程监督，严把检修验收
质量关，确保检修设备“应修必
修、修必修好”。严格执行标准化
作业要求，严格履行工作票程
序，推行标准化作业。强化现场
反违章管理，按照专业室督导车
间，车间督导班组的原则，分层
级、分专业对作业现场情况和施
工管理过程进行全面细致监督
检查，确保春检工作安全有序进
行。

(马学利 张颖)

本报烟台3月4日讯 (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驻烟高校获悉，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度国
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烟台三所高校共有19个专业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其中烟大9个，鲁大7个，山商
3个。

日前，教育部下发《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公布2020年度国家
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7
号)，公布了2020年国家级和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烟台
大学知识产权、数学与应用数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化学工
程与工艺、建筑学、生物工程、药
学等9个专业入选2020年度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数
量位居省属同类高校前列，另有

自动化、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入
选2020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包括2019年首批入选的
4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在内，烟台大学目前已有13个国
家级、1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量
达到招生专业数的40%。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英
语、旅游管理、体育教育、生物科
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7个专业入选2020年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传播学、统
计学2个专业入选2020年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量位列
省属高校第十位。目前，鲁大共
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10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12个，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数
量达到招生专业数的35 . 5%。

山东工商学院经济统计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3个专
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电子商务、网络工程、经济学
3个专业入选山东省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目前，学校已有国家
级一流专业建设点6个，省级一
流专业建设点14个。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数量达到招生专业数
的42 . 5%。

据悉，教育部自2019年开始
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
划”，计划在2019—2021年建设一
万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
和一万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点。一流专业是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和教育教学水平的综合体现，
也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
容和支撑。此次评选经高校网上
申报、高校主管部门审核，教育部
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

投票推荐，2020年共认定了3977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其中，中央赛道1387个，地方赛
道2590个)和4448个省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

烟大本次11个专业入选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
对学校专业建设工作具有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下一阶段，学
校将继续坚持“以本为本”，以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
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
科建设，不断强化专业特色，持
续提升专业内涵，做强一流专业
建设，全面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和人才培养能力。

鲁大将以获批国家级和省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为契机，
持续推进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
划”建设，围绕“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大力

开展专业认证工作，进一步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升本科人
才培养质量，加快推进一流本科
教育建设，探索新工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的有效路径，不断强
化专业优势和特色，充分发挥一
流本科专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持续提升专业内涵建设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山商将对照一流专业建设
标准，大力推进新工科和新文科
建设，提升内涵，强化特色，持
续提升学校专业建设质量；进
一步完善专业建设规划，健全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改进专
业布局结构；持续完善传统优势
专业的升级改造，加强一流专业
的示范辐射，实现专业建设整体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
升，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更
高平台。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11家单位被挂牌督办

本报烟台3月4日讯（记者
闫丽君通讯员 孙成飞） 记者
从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为
督促重大火灾隐患有效整改，预
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日前，
烟台市政府对烟台宝龙凯姆斯
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栖霞市兴泰
商贸有限公司等11家存在重大
火灾隐患的单位实施挂牌督办。

市政府要求，整改期间，相
关单位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责
任，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人
员、整改时限和整改资金，确保
隐患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严
防整改期间发生事故。如无法确
保安全，必须停产停业整改。对
火灾隐患整改不力的，市政府将
实行责任倒查并追究责任。

序号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名称 督办单位 整改期限

1
烟台宝龙凯姆斯葡萄酒庄有

限公司
招远市政府 2021年11月30日

2 栖霞市兴泰商贸有限公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3 栖霞市志良足浴馆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4 烟台红壹佰照明有限公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5 栖霞市爱高老年公寓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6 烟台玉益果蔬食品有限公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7 栖霞市绿源果蔬有限公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8 栖霞市金发果蔬有限公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9 栖霞市忠宙果蔬有限公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10
栖霞市裕鑫果蔬包装有限公

司
栖霞市政府 2021年12月31日

11
烟台养马岛安德利度假村有

限公司
牟平区政府 2021年8月30日

烟台市人民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情况统计表

19个本科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
其中烟大9个，鲁大7个，山商3个

烟台市城管局城市排水服务中心

集中整治污水，护卫碧海金沙

本报烟台3月4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许雷 张英
文 ) 根据市城管局《关于开展
滨海一带统一管理集中整治活
动的通知》要求，烟台市城市排
水服务中心积极开展滨海一带
专项整治活动，不断提升滨海
一带排水系统的管理效能，助
力滨海一带打造城市管理的新
标杆。

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
接到通知后，迅速完成方案制

定，并将新接收的管网列为集中
整治的重点区域。2月25日，组织
滨海一带巡查、养护、维修等相
关人员深入现场，为滨海一带集
中整治活动打好“前哨战”。通过
对前期实地普查、地理信息数据
采集以及近期设施巡查情况的
理顺，结合方案和现场实地讲
解，让所有相关人员详细了解设
施范围、状况以及近期工作的主
要方向。

烟台市排水服务中心进一

步提高对滨海一带排水设施的
巡查标准，加强对沿海、沿河截
流口的巡查，每日至少巡查一
遍，重点区域每日两次，做到设
施巡查全覆盖，特别是绿化带、
停车位占压的设施，不留死角。
发现问题8小时以内解决，污水
外 溢 、井 盖 丢 损 及 时 处 结 率
100%，确保设施完好，无非法排
污等现象。集中力量解决雨水斗
内存垃圾、雨水箅子损坏、检查
井沉降等设施问题。

烟台市环卫中心

深度保洁，确保沿线无可见垃圾杂物

本报烟台3月4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李尚钧) 滨海
一带环境卫生保洁工作上收市
级统一管理以来，滨海一带环境
卫生质量实现稳步提升，当前滨
海一带环境卫生管理进入提速
冲刺阶段。

3月2日，环卫中心落实烟台
市城市管理局滨海一带统一管
理集中整治专项活动，印发了市
环卫中心《滨海一带环境卫生集
中整治方案》，通报了各公司前

期的作业情况以及考核情况，解
读了滨海一带环境卫生巡检评
分标准。滨海一带环境卫生管理
进入提速冲刺阶段。攻坚克难，
迅速掀起环境卫生专项整治热
潮。各保洁作业公司对滨海一带
沿线环境卫生进行全面排查、下
功夫彻底清理卫生死角，确保沿
线无可见垃圾杂物。按照深度保
洁模式，全面实施精细化作业。
配齐车辆，全面启动深度保洁模
式。配齐人员，全面启动快速化

保洁模式。人行道和广场采用小
型扫路机保洁，绿化带采用人工
捡拾+保洁机具的作业方式，实
现快速化保洁。严格执行公厕开
放服务时间，满足游客和市民需
要。全面实施精细化巡检，严格
进行考核评分。根据市城市管理
局布置，3月份滨海一带实施精
细化检查、打分，月底对当月扣
分进行累计，每月考核结果，如
实报送市城市管理局、市财政
局，与保洁经费挂钩。

滨海一带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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