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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高薪诚聘
1、招标代理部

经理，十年以上招标

工作经验。

2、市场开发部

经理，十年以上市场

开发工作经验。

公司名称：龙达

恒信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烟台公司

地址：烟台市莱

山区桐林路10号

联系人：高先生

电话：18453168899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梁莹莹) 14日，烟台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行展望“十四五”
主题系列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发
布平安烟台建设重点任务和举
措。记者从会上获悉，“十三五”
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在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中展现了新担当、取
得了新成绩，平安建设走在前
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三
年人民战争、信访积案攻坚化
解、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食
品药品环境和森林领域违法犯

罪等战果指标全省领先，全市刑
事案件、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道
路交通事故连年下降。

烟台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徐景华在会上发布“十四五”
时期平安烟台建设重点任务和举
措有关情况。据介绍，2020年全市
群众安全感得分96 . 71分，同比提
升0 . 67分，创历史新高，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满意度达到97 . 8分。服
务发展创新突破。加快立体化、信
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
出警情“三清”归零、“智慧公安”、

“现代警务共同体”、PTU作战单
元等重点品牌建设。深入实施主
动警务，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依法服务保障民

营经济发展，护航“三重”、“双招
双引”、城市建设管理等中心工
作，为烟台荣膺全国综治优秀城
市“七连冠”、全国文明城市“六连
冠”贡献力量。

聚焦平安主业，在建设更高水
平平安烟台上彰显新作为。始终以
人民期盼为念，为人民利益而战，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持续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建立健全
扫黑除恶长效机制，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坚持“命案必破”不动摇，确
保命案现案破案率达到100%，快侦
快破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聚焦系统治理，在靠前保障人
民安居乐业上彰显新作为。全面构
建“圈层查控、单元防控、要素管

控”的立体防控格局。加强智慧安
防小区建设，创建更多“零发案小
区”“零发案村居”“零发案单位”。

聚焦改革创新，在顺应群众
美好生活新期盼上彰显新作为。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实
施移民出入境便利政策措施，推
动外国人就业许可、居留许可业
务“一窗受理、一并办证”，服务对
外开放新高地。创新优化24小时
多元化自助服务，布建智慧“无人
警局”，实现更多事项“一门通办、
多点快办、就近能办”，把高品质
的公安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聚焦规范执法，在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执法上彰显新作为。加强执
法源头管控，开展警情日清零、月

清仓、季清底“三清”归零提升工
程。全面实施精准执法管理，打造

“精细化办案、集约化管理、智能化
监督、合成化作战”执法新模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
清醒认识到，当前社会稳定风险
交织叠加，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
犯罪持续上升，公共安全隐患点
多面广、监管压力较大，公安机关
整体素质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
板。”徐景华说，“十四五”时期，全
市公安机关将坚持政治建警、改
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靠
前一步、主动作为，忠实履行好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烟台、
法治烟台。

“十三五”全市公安机关平安建设走在前列，战果指标全省领先

2020年烟台群众安全感得分创新高

烟台至大连省际客运航线

因大风今日9时停航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 (记
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周洪
洋 ) 记者从烟台海事局获
悉，受即将到来的大风天气
影响，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
发布海上风险黄色预警信
息。为保障大风天气期间海
上人命安全，根据山东省客
运船舶航行限制条件，烟台
至大连航线、烟台至旅顺省
际航线客船将于4月15日9时
起停航，预计4月16日上午风
力减弱后恢复通航。

据预报，烟台至大连航
线海域14日傍晚到15日白天
晴转多云；最大风力南风5-6
级，15日上午转6-7级，15日
傍晚转7-8级；中浪，中涌转

大到巨浪，大到巨涌。15日夜
间到16日白天阴有雷雨或阵
雨，16日上午转多云；最大风
力南风7-8级，15日半夜转偏
西风7-8级，16日上午转6-7
级，1 6日傍晚转西南风5-6
级；大到巨浪，大到巨涌转中
浪，中涌。

为应对本次大风，烟台
海事局启动二级防御响应，
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要求各
相关单位做好恶劣气象防
抗、应急待命和救助准备工
作，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大风
天气水上交通安全。提醒出
行旅客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掌
握客运动态，提前合理安排
出行计划，以免耽误行程。

烟台发布大风黄色预警

和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警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任鹏鸿 通讯员 郭磊)

记者从烟台市气象局获悉，受
地面气旋影响，15日下午到16
日，南风转偏西风，海面最大
风力7至8级阵风9级，陆地可
达6至7级阵风8至9级，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为五级，板度危
险，林内可燃物极易燃烧和蔓
延。为此，烟台市气象台和烟
台市海洋气象台4月14日14时
40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和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警，
请注意加强防范。

防御指南:相关部门按照
职责做好防风、防火等工作;
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
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
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
避风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
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
施，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
走锚、搁浅和碰撞;切断户外
危险电源，妥善安置易受大
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
筑物资;机场、高速公路等单
位应当采取保障交通安全的
措施。

合并公告
现有烟台爱华高级中

学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370600MA3WLGFT26)
吸收合并烟台爱华双语学
校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370600MA3CCL9032)
和烟台爱华培优发展有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91370600MA3REY1N0B),
吸收合并事宜各方股东会
已决议，并已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成员：赵乔瑜、方利
群、谢元会。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按
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
告。

联系方式：0535-7902218

烟台首家大病服务站落户毓璜顶医院
璞毓公益项目定向帮扶大病家庭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王萱 通讯员 李
成修 王婧 李凌峰) 4月12日上
午，烟台毓璜顶医院联合北京微爱
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璞毓公益
项目”正式启动，开启了互联网+公
益与医疗机构共同服务病患的新模
式，该公益项目将为困难患者家庭提
供捐助和筹款指导，让更多大病患者
拥有应对疾病的勇气和力量。与此同
时，烟台首家大病服务站在烟台毓
璜顶医院揭牌成立，并分别向两户
受助家庭捐赠5000元救助金。

据悉，烟台毓璜顶医院“璞毓公
益项目”是由轻松集团联合北京微
爱公益基金会及烟台毓璜顶医院共
同发起，旨在为医院就诊的大病困
难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帮助解决大
病困难患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等
问题，提高大病救助的精准度和实
效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毓璜顶
医院治疗的大病家庭如有需要，可
通过此项目获得捐助和筹款指导。

此次公益项目的启动与烟台毓
璜顶医院多年来践行公益，构建有
温度的医院的发展理念分不开。发
布会现场，烟台毓璜顶医院党委副
书记周喜强回顾了医院多年来的公
益发展之路，自2016年10月烟台毓

璜顶医院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正式成
立以来，先后建立义工服务站26家、
目前培养了500余名慈善义工，累计
服务10000余小时，树立了医者仁心
的良好社会形象。不仅如此，在扶贫
济困、在线答疑、义诊服务等诸多方
面也卓有成效，先后举办健康大课
堂600余场，受益群众10万余人次，
形成了“健康19”“17健康”等品牌，
为病患提供了高效的医疗帮助，并
连续5年获得“先进慈善义工管理中
心”称号。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状态
下，医院借助社会媒体和自媒体等
各种方式、多种渠道展开线上+线下
网上答疑，切实服务和方便了患者。
不仅着力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更
着重关注病人的情况，多年来毓璜
顶医院与多家公益基金会合作，共
筹集善款3500余万元，受益1513人
次，使患者及家庭得到了及时、持
续、有效的帮助。

为帮助更多大病家庭渡过难
关，4月12日上午，烟台首家大病服
务站在烟台毓璜顶医院揭牌成立，
将为大病患者及家庭提供精准及
时救助支持服务，其中不仅包括医
疗援助，还有专业医务社工服务，
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层面更好地
满足困境就医群体的基本需求。

北京微爱公益基金会理事宋文
强在发布会现场对“大病众筹”的理
念，以及轻松筹的全新“互联网+”救
助模式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称这是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的一项爱心
工作，“大病服务援助站”对解决大
病家庭医疗资金难题意义重大。以
此次合作为契机，今后会创新服务
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努
力为贫困患者救急解困。

据了解，在过去一年中轻松筹
在烟台地区帮助了2000多位患者，
筹集了5000余万元用于医疗救助
金，其中烟台毓璜顶医院734例，筹
款金额为9736486元。活动现场，北
京微爱公益基金会和毓璜顶医院
周喜强书记还为两个大病家庭分
别送去了5000元救助金。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璞毓公益项目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梁莹莹) 在展望“十四五”主题
系列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烟台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王诗新介
绍称，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多发的
情况，“十四五”期间，公安机关将
聚焦技术与宣传防范，建立精准
反诈防骗模式。采取线上线下双
联动、技术与宣传同步推进的方
式，线上大力推广国家反诈中心

APP安装使用，充分运用“96110”
反诈预警和防骗咨询专属热线，
全面推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预警
劝阻工作。线下依托全市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联席会
议机制，调动多部门协作，开展形
式多样的反诈宣传活动，对电信
网络诈骗实施精准防控，全力守
护群众的“钱袋子”。聚焦综合治
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

机制。加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在平安建设考核工作
的比重，预防为主，防范在先，形
成全社会广泛参与治理的工作机
制。聚焦高发类案和黑灰产业，开
展一系列专项行动，组织开展集
群战役，实现全链条打击。及时发
现、早打快打本地黑灰产窝点，严
防坐大成势，有力遏制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高发态势。

烟台将建立精准反诈防骗模式
头条延伸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周海威) 记者从烟
台市住建局获悉，为贯彻落实省第
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扬尘工作
专题督办会和市委市政府环境整
治专题会议要求，4月13日上午，烟
台市住建局召开扬尘治理督导检
查工作会议，全面打响扬尘防治集
中攻坚战。

加强领导，全面排查。在前期
区市自查的基础上，从全局抽调56
名业务骨干，成立7个督导检查组，
由局领导班子带队，对全市848个
在建工地开展起底式、拉网式排

查，务求3日内全面掌握工地扬尘
防治情况，摸清全市“底数”。

查摆问题，台账管理。针对督
查中各工地暴露出的问题，督导检
查组现场“立档建册”，下达书面整
改通知书，按照“找问题+建台账+
促整改”的工作模式，要求问题企
业每日上报整改进度，实行“销号”
管理，确保发现一个，解决一个。

严格标准，结果导向。要求裸土
覆盖、路面硬化、雾炮配置、湿法作
业等环保降尘措施本周内全部落实
到位，对现存围挡垃圾，一周内清理
完毕，实现施工工地周边100%围

挡、物料堆放100%覆盖、出入车辆
100%冲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
化、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
车辆100%密闭运输。完善“扬尘监
测系统”和“工地视频监控系统”建
设，要求有损坏或未安装的工地，两
周内全部安装到位，并实现与市直
或区市平台联网、数据互联互通。

广泛发动，多方参与。委派42
人组成21个“暗访”小组，对全市所
有在建工地进行地毯式“暗查”，对
发现的问题实行“一场一册”，及时
报告督导检查组，由督导检查组进
行复核督改。

市住建局打响扬尘防治集中攻坚战

对848个在建工地起底式、拉网式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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