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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33年年后后，，烟烟台台将将是是一一座座““森森林林城城市市””
到2016年，林地面积将达88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43%以上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蒋慧晨
通讯员 徐鹏程 ) 记者从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从 7月
份一直持续到8月中旬的用人单位
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情况专项检查结束。全市范围内
共集中检查各类用人单位1513户，
依法责令用人单位为13103人补签
了书面劳动合同。

专项检查重点在四个方面：一
是劳务派遣单位和使用劳务派遣
用工的用人单位；二是建筑、制造、
采矿、餐饮、水产食品加工和其他
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个体
经济组织；三是职工群众举报投诉
较多、管理不够规范的用人单位；
四是拒不参加劳动监察机构劳动
保障管理资料书面审查的用人单
位。

此次全市范围内共集中检查
各类用人单位1513户，涉及20 . 51万
人。共发现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违
法行为 1 5 8件。依法责令用人单位
为 1 . 3 1 0 3万人补签了书面劳动合
同，为劳动者补发工资266 . 59万元，
补缴社会保险619 . 67万元。

13103人补签

书面劳动合同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李莎莎 ) 芝罘区正努

力创建“白内障无障碍区”，目前，
芝罘区残联已建立了白内障无障
碍工作长效自然运行机制，并积极
开展创建“白内障无障碍区”工作，
同时确定烟台康爱眼科医院为白
内障复明手术定点医院和芝罘区
少年儿童低视力康复矫正中心，定
点医院将深入全区各街道、社区进
行患者筛查。

近几年，芝罘区残联共有1500多
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其中1000多
名患者得到救助，520多名贫困患者
享受了免费手术。从手术总体情况
看，手术效果良好，脱残率、脱盲率达
到98 . 3%和99 . 8%以上。

贫困白内障患者

可免费复明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孙芳芳
通讯员 马瑢) 为让港城学子们

在重新回归学校前更好地整理心态、
放松心情，烟台市园林管理处南山公
园特别在8月24日至9月1日举办“暑
期月末大放价”游园活动。即在8月24

日至9月1日活动期间，烟台市大、中、
小学学生均可持学生证到动物园购
买25元优惠票游园。

凡在8月24日至9月1日到游乐园
游玩的大、中小学学生游客均可持证
购买半价游乐项目优惠票。同时，动
物园将在8月31日继续举办“8月小动
物生日会活动”，公园还将邀请20位
生日在8月份的市民朋友参与其中。

南山公园推出

“大放价”游园活动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刘邦伟 ) 继今年
4月烟台荣获国家绿色模范城市
后，烟台绿化再立新目标———
打造森林城市、建设美丽烟台。
到 2 0 1 6年，烟台将呈现林水相
依、林路相连、山水相映的绿色
生 态 格 局 。近 日 ，烟 台 出 台 了

《关于打造森林城市建设美丽
烟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

明 确 打 造 森 林 城 市 的 总 体 目
标。到2016年，烟台林地面积将
达到88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并稳定在43%以上。

为打造森林城市，烟台将
重点打造四项工程，分别是：景
观通道建设工程、城郊森林建
设工程、水源地绿化工程、生态
林场建设工程。景观通道建设
工程以荣乌、沈海、烟海、威青

高速公路和204国道、206国道6

条干线公路及县市区驻地与干
线公路的主要连接线为重点，
打造生态景观通道。对干线公
路和县市区驻地与干线公路的
主要连接线两侧第一层山脊或
3公里范围内的荒山荒坡和县
乡 道 路 进 行 高 标 准 绿 化 。到
2016年，完成景观造林10万亩。

城郊森林建设工程将在烟

台市中心城区和县市驻地的城
市规划区内，以城市近郊山体
绿化和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建
设为重点，以河流、道路、村镇
绿化为框架，大力实施城郊森
林建设工程。到2016年，完成城
郊景观造林10万亩。

在水源地绿化工程中，将
在水库下游的河流水源地、沿
河两侧建造 3 0 - 5 0米宽的水系

生态景观林带，因地制宜发展
速生丰产林，进一步提高水系
防洪和景观功能。到2016年，完
成水源地造林 1 0万亩。生态林
场建设工程将力争通过 3 - 5年
的努力，新建完善生态林场300

处以上，经营总面积达到300万
亩，基本实现全市重点生态公
益林规模化经营、林场化管理
的目标。

2266家家黑黑诊诊所所，，1188家家是是““拔拔牙牙””的的
市卫生监督所提醒，选择“拔牙”诊所应先看“三证”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宋
佳 通讯员 王善浩 ) 7月
份，烟台市卫生监督所取缔26

家黑诊所，其中18家是未取得
执业许可证的口腔诊所。烟台
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提醒市
民，“拔牙”应先查看“三证”。

日前，接到群众举报，市卫
生监督所执法人员赶往一家口
腔诊所查看，一间不足十平米
的屋子，墙壁的石灰已剥脱，狭
小的屋内摆放着一张简陋的牙
科治疗椅，治疗台上更是污秽
不堪。“口杯、口腔器械盒、牙

模、拔牙钳等散放着，一些已生
锈的诊疗器械泡在不知名的消
毒液内。”执法人员说，经查证，
当即对该诊所做出查处。

据了解，7月份，烟台市卫
生监督所取缔了26家黑诊所，
其中18家是未取得执业许可证
的口腔诊所。“可能与口腔诊所
起步低，利润高，市民贪便宜等
诸因素有关。”执法人员介绍。

如果诊所无《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就是黑诊所，没有
资格看病。执法人员提醒市民，
就医时一定要谨慎，选择合法

的、有资质的口腔诊所，将就医
风险降到最低。

市民如何挑选合法的口腔
诊所呢？执法人员介绍，注意查
看“三证”，分别是《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医师资格证书》、

《医师执业证书》。“当然如果有护
士，也应取得《护士执业证书》。

“查看《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同时，应该核准开设的诊
疗科目内是否包含你要就诊的
诊疗科目。”执法人员说，查看医
师、护士执业证书时，应注意看
是否注册在就业诊所内。

“黑诊所危害很大。”烟台
市卫生监督所监督员说，一是
黑诊所内大夫往往不是正规的
医师，接诊时不出具任何医疗
文书，出现医疗纠纷时患者正
当权益得不到保护。黑诊所缺
乏必要的急救设备和急救知识，
容易给患者造成生命危险。进入
病人口腔内的所有诊疗器械，必
须达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者灭
菌”的要求。如果诊疗器械消毒
灭菌不彻底，可能造成交叉感染
而被传染上肝炎，甚至是艾滋
病，直接威胁人体健康。

新生来啦

22日上午，烟台海军航空
工程学院和南山学院的第一批
新生走出火车站，也是今年驻
烟高校的第一批新生抵达烟
台。新生乘学校的接站班车赶
往各个校区。来自微山留庄的
李梦颖和满金凤两位南山学院
新生到站后，对烟台充满好奇。
本报记者 韩逸 摄影报道

暑暑运运进进入入倒倒计计时时，，下下周周将将迎迎返返程程高高峰峰
烟台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出现不同程度的票源紧张现象

本报记者 孙健
通讯员 张广亮 李秀丽 盛春子

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即将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全国各大高校开学时间的日渐临近，预计下周起至9月
初，烟台将迎来暑期返程客流高峰。22日，记者从烟台火车站、汽车站等客运部门了解到，近期购票目的
地向省内外高校较多的城市集中，部分城市票源较为紧张。

火车站：

加开暑运临客

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日起至
8月31日止，共计62天。从本月
下旬开始，伴随着全国各大高
校陆续开学，学生返程客流逐
渐上升，返程最高峰预计在下
周出现。据统计，自7月1日截至
目前，烟台火车站共发送旅客
686100余人。

暑运期间，烟台火车站加
开每日开行的烟台到深圳临
客、隔日开行的烟台到成都临
客和每日开行的烟台到北京临
客，前两列临客分别于9月2日
和9月1日停开，而烟台至北京
临客8月25日停开。另外，为缓
解暑运返程高峰客流压力，8月

22日起，烟台加开至济南临客1

对，该临客票源较为充足。
据了解，下周由烟台始发

的 各 趟 列 车 ，除 烟 台 - 徐 州
K764次和烟台-九江K878次列
车有少量硬卧外，其他方向硬
卧票源较为紧张，乘客需抓紧
时间购买。

汽车站：

增加机动运力应高峰

22日上午，记者在烟台汽
车总站售票厅看到，售票窗口
前排起长队，购票者中有不少
是学生。“我在淄博上大学，打
算后天回校，再过几天就赶上
返校高峰了。”一位正在排队的
大学生说道。

汽车总站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客

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2%左右，
预测暑运返程高峰下周出现。

“从目前购票情况来看，下周的
客流主要集中在济南、青岛、威
海、淄博、东营等省内大中院校
集中的城市，省外客流主要集
中在北京、上海、西安、杭州、苏
州、南京等地。”

据了解，尽管下周客流出
行将较为集中，但汽车总站的
票源依旧充足，车站将根据客
流量调整班次，增加机动运力，
确保旅客顺利出行。目前汽车
总站的订票日期提前30天，近
期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应提前购
票。另外，今年的大学新生在交
运集团所属各汽车站购买录取
院校所在地的交运快车票，可
享3折优惠，困难家庭新生报
到，凭相关证明可领取免费车
票。

机场：

多城市票源紧张

“下个周整体票源情况
比较紧张，去往大连、朝阳方
向的航班一票难求。去往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
城市的航班虽然有票，但基
本上都是全价票，折扣很小。
烟台飞济南、哈尔滨的航班
机票充裕。”烟台国际机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22日，记者从烟台国际机
场了解到，8月份前20天的机
场客流量较去年增长 2 5%左
右。预计下周烟台机场客流量
将继续增长。机场工作人员提
醒下周需乘飞机出行的旅客
尽快购票，“至少提前4-5天购
买，否则很可能买不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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