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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焦点

全全面面停停止止新新建建楼楼堂堂馆馆所所
烟台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通知，清理办公用房，规范办公用房管理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王晏
坤 ) 近日，中共烟台市委办公
室、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
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党政机关
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
房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要
求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
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办
公用房管理，切实把有限的资金
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
民生上。

近年来，烟台全市严格控制
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加强办

公用房使用和维修管理，杜绝超
标配备和豪华装修，取得了一定
成效。

但是，个别地方和部门仍不
同程度地存在违规建设、改造、配
备、装修办公用房情况，甚至擅自
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以及出租
出借办公用房等现象，给党风党
纪、党群干群关系、党和政府形象
带来了损害，在社会上和群众中
造成了不良影响。

《通知》要求，下一步烟台全
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市委部署，全面停止新
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
切实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用
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要迅速行动，立即开展党政
机关新建楼堂馆所和办公用房清
查登记和整改处置工作，清查登
记范围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
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检察
机关，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机构、直
属事业单位及工会、共青团、妇联
等人民团体。

同时，进一步研究规范和加

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的政策
措施，建立健全办公用房集中统
一管理体制和制度，实行统一权
属登记、统一调配、统一维修，逐
步把办公用房管理纳入规范化、
制度化轨道。

其中，新建、调整办公用房的
部门和单位，在搬入新建办公用
房的同时，应及时将原办公用房
腾退移交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不
得继续占用和自行处理。

各部门各单位办公用房不能
满足需要的，由机关事务主管部

门整合办公用房资源调剂解决，
无法调剂、确需租用办公用房的，
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由机关事
务主管部门按规定租赁。

另外，在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维修改造管理工作方面，符合规
定办公用房确需维修改造的，要
严格落实审批程序，由县级以上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统一审批和组
织实施。维修改造项目所需投资，
统一纳入安排财政资金解决，未
经审批的项目，财政部门不得安
排预算。

手足口病

仍处在流行高峰期

专家介绍，手足口病多发于4岁
以下的婴幼儿，起病急，发热甚至高
热，口腔粘膜出现散在疱疹，米粒大
小，或手掌或脚掌部出现米粒大小疱
疹，也可在臀部或膝盖处出现。观察
疱疹，周围有炎性红晕，疱内液体较
少，疼痛感明显。部分患儿伴有咳嗽、
流涕、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头疼等
症状出现。

手足口病属于小儿传染性疾病，
传染途径较多。对于传染性疾病，预
防甚为重要。特别注意孩子的饮食起
居，早睡早起，起居规律。保证所食用
的食物新鲜、干净、富有营养，孩子一
旦出现拉肚子等情况，要马上送医，
避免因肠道感染病毒引发手足口病。

本报记者 宋佳

手手足足口口病病上上月月上上报报11001122例例
专家称今年发病高峰来得稍晚，提醒家长做好预防工作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宋佳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

2 2日，记者从山东省卫生
厅了解到，今年7月份烟台地
区上报手足口病为1012例，今
年首次破千。此外，像其他感
染性腹泻病有519例、流行性
腮腺炎有31例。

“昨天还好好的，没想到
今天开始发烧，还时不时伴
有抽搐。”2 2日，洋洋的妈妈
孙女士告诉记者，经检查孩
子得了手足口病，于是她匆

匆忙忙赶往烟台市传染病医
院，为孩子治疗。

为洋洋接诊的烟台市传
染病医院手足口门诊一位医
护人员介绍，近来手足口患
儿有所增加，可能与气温升
高有关。与往年相比，今年手
足 口 病 高 发 期 来 得 稍 晚 一
些。

据上报山东省卫生厅的资
料显示，烟台5、6、7月份的手
足口病分别为193例、602例、
1012例。

2 2日，记者从山东省卫
生厅了解到，烟台报告丙类
传染病发病数居前三位的病
种分别是手足口病 1 0 1 2例、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519例、流
行性腮腺炎 3 1例，占总报告
病例的99 . 87%。

报告流行性感冒、流行
性腮腺炎、手足口病、以及除
霍乱、阿米巴痢疾、伤寒和副伤
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病传染病
等丙类传染病共1564例，较6月
上升 5 5 . 4 7 %，较去年同期下

降24 . 55%。
此外，烟台报告乙类传染

病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分别
是乙型肝炎373例、肺结核252

例、痢疾184例、梅毒174例、淋
病 3 9 例 ，占 总 报 告 病 例 的
91 . 33%。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专家认为，今年手足口
病 发 病 高 峰 较 往 年 稍 晚 一
些，虽然发病患儿不及去年
多，但仍不可以掉以轻心，家
长需要做好预防工作。

目前，风行汽车烟台万达
专营店景逸X5首批新车已到
店，并开始接受预定，定金2000

元！详情请到店咨询。
外观上，景逸X 5采用了

硬朗的 SUV设计风格，全新
设计的横拉式镀铬前栅与锋
视氙气前大灯巧妙融合，刚毅
前脸与整车曲线完美呼应，
SUV的野性呼之欲出；后尾
灯采用立体设计，上部设计了
LED灯组，与尾灯外轮廓交相
呼应，勾勒出动感的肌肉线
条，强劲的立体感觉扑面而
来，时尚感、科技感可与众多

合资品牌相媲美。
景逸X5一经亮相就受到消

费者的追捧，虽然景逸X5定位
为城市SUV，起售价不超10万
元，但景逸X5在通过性、安全性
等方面都达到了专业级SUV水
准。例如景逸X5的最小离地间
隙高达205mm，这一数据比目
前热销的城市SUV高出至少
20mm，让一款10万元级的城市
SUV拥有了专业级SUV的通过
性。

不仅如此，在配置、品质
方面，景逸X 5也都超过了当
前市场上的同级车型。动力方

面，景逸X5将搭载 1 . 8T涡轮
增压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动
力输出相当于2 . 4L排量的自
然吸气型发动机。景逸X 5率
先在1 0万元价格区间这一级
别的车型中配备了1 . 8T涡轮
增压发动机，大幅提高了该车
的“品价比”。景逸X5配置了
诸如博世最新ESP车身电子
稳定系统、高级电动天窗、高
级皮质座椅、“KESSY无钥匙
进入+一键启动”系统等一般
中高端车上才有的配置。可以
说，景逸X 5的上市将刷新当
前10万元SUV的价值标杆。

烟烟台台万万达达
景景逸逸XX55首首批批新新车车到到店店

多知道点

发热伴有疱疹

应及时就医

“自进入5月份以来，手足口病呈
快速上升趋势，周发病数约以30%的
速度上升，5-7月份发病例数占目前
发病总数的81 . 76%。”烟台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该工作人员透露，往年烟台市手
足口病流行高峰期为5-8月份，因今
年伏天时间较长，高温天气持续时间
较久，本应已临近流行高峰期结束的
手足口病，目前仍处在流行高峰期。

虽然8月上旬发病例数较上月同
期稍有下降，但仍处在手足口病流行
高峰期，家长万不可因防控思想松
懈，让孩子受苦。

该工作人员提醒，哺乳期的母亲
在喂奶前一定要清洗乳头；幼儿需勤
洗手，家里常通风的同时，托幼机构
要做好晨午检，及时发现发热、皮疹
的孩子，并立即通知家长带小孩就
诊；严格对所有的玩具、被褥等进行
消毒；保持教室和宿舍等场所良好通
风等。

22日，在手足口门诊里，一位医生正在给患儿开药。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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