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榜单出炉

香香港港排排第第一一，，烟烟台台排排第第五五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侯

艳艳) 近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
究会发布2013年中国最安全城市
排行榜，山东烟台和威海均名列
前十名，其中烟台排名第五，威
海排名第九。

据悉，排名中国最安全城市
前十名的城市分别是：香港、台
北、深圳、拉萨、烟台、徐州、长

沙、惠州、威海、玉溪。烟台以总
分90 . 29排名第五。

“安全城市”的主要特征是
当年无重特大安全事故，社会治
安良好，投资环境优越，生产事
故少发，消费品安全，生态可持
续发展，能为市民、企业、政府提
供良好的资讯网络环境和强有
力的资讯安全保障。中国城市竞

争力研究会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安全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将以
上特征量化到包括社会安全、经
济安全、生态安全、资讯安全在
内的众多指标。据了解，烟台曾
入选“2010中国最安全城市排行
榜”第二名，仅次于香港。

此外，烟台还入选2013年中
国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总分

583 . 22，排在第25名。城市成长竞
争力就是城市在动态的发展过
程中，充分挖掘潜能、不断完善
城市的社会组织体制，展示创新
活力，并依据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规律逐步提升自身综合竞
争力的能力。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自
1998年成立以来，每年组织超百

名专家学者对中国296个地级以
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成长竞
争力等进行研究比较。

对烟台上榜全国最安全城
市，不少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烟台不仅环境美，治安也很
好，生活在烟台很有安全感，大
爱烟台！”网友“秦汉月”发帖说
道。

““地地面面卫卫士士””让让飞飞行行之之路路更更安安全全
本报记者带你探访烟台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空防警卫大队的工作

本报记者 李大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坐飞机出游、探亲已不再
是新鲜事。关于飞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安全，这也是烟
台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的重头工作，由被称为“地面卫士”
的机场分局空防警卫大队具体负责。近日，记者走近这个
群体，探访他们背后的故事。

每逢佳节航道上孔明灯乱飞

每年的七夕、元宵节、中
秋节等节日，在滨海广场、烟
台大学附近的海边等地，很多
市民都会燃放孔明灯表达自
己的祝福，但殊不知，这些孔
明灯还可能引发不少危险。

“孔明灯对飞机来说，存
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它无
法被雷达识别，只能靠肉眼判
断。若飞行员无法发现，飞机
就可能与孔明灯相撞。”烟台
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空防警卫
大队大队长贺金刚介绍说。

贺金刚还介绍，烟台大
学、黄海游乐城、第二海水浴
场、滨海广场海边是民航客机
起飞降落的航道，面对节日里
泛滥成灾的孔明灯，机场公安
分局的民警一直很揪心。

“孔明灯放飞的高度最
高可达1 0 0 0米，一旦被吸入
飞机发动机，会造成发动机
损伤甚至起火，甚至引发飞
机坠毁。”说起孔明灯可能
引发的后果，贺金刚很是沉
重。

从源头上遏制孔明灯贩卖

为防止孔明灯骚扰机
场，给航班带来安全隐患，烟
台市公安局机场分局空防警
卫大队的工作人员每到晚上
进行2次大的联合清查活动，
依据民航法在海边安装了4处
禁止贩卖释放孔明灯的警示
牌。2013年以来，共抓获不法
商贩7人，没收孔明灯123个，
教育训诫市民燃放“孔明灯”
案42起。

一旦发现影响飞行安全

的孔明灯，飞机将适时采取
停航或改航等措施。

了解到市面上贩卖的
孔明灯大部分是从三站小
商品批发市场进的货。贺金
刚还联系到三站管委和三
站工商分局，请两个单位协
助做好孔明灯源头的查堵
工作。通过以上措施，贩卖
释放孔明灯的行为基本上
得 到 了 遏 制 ，确 保 飞 行 安
全。

在这里保洁员也变身反恐员

据了解，机场保洁人员每
天能捡到很多包，在机场反恐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机场公安
警力有限，发动每个人都作为
反恐者，发现不明物体和可疑
人员，能作出相应的举措，而垃
圾箱、卫生间、墙角是保洁员最
容易发现的。”贺金刚说，他们
对保洁员定期组织培训，宣传
教育。

16日上午，空防警卫大队
照例对国际国内候机厅保洁人
员进行反恐知识培训。为安全

保卫，机场内的所有保洁员也
都成了反恐员。贺金刚介绍，反
恐重在细节，有些无人认领的
行李可能就是恐怖分子放了炸
弹，而通常是机场的保洁人员
在第一时间发现。

“每个人好比安全监督员，
来维护机场安全。”63岁的张作
旭在机场做保洁员一年多，捡
过四次包。“等十多分钟没人领
包，便问周围旅客是不是他们
的，觉得可疑，便报告派出所。”
张作旭说。

想想和和成成龙龙大大哥哥面面对对面面吗吗，，赶赶紧紧报报名名吧吧
本报现征集影迷，入选者可跟随记者参加《警察故事2013》首映礼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于涛 ) 喜欢成龙的影迷注意
啦！由成龙主演的贺岁动作
大片《警察故事2013》将在12

月24日全国上映。上映前，本
报将联合烟台新世纪影城面
向市民征集一名幸运影迷，
该影迷可以跟随记者一起前
往北京，参加《警察故事2013》
的首映礼，与成龙大哥面对
面。

成龙大哥的“警察故事”
系列电影，已经成为影视经

典，《警察故事2013》正是这一
系列的最新作品。这部由成
龙、刘烨、景甜领衔主演，号
称动作悬疑片的电影，无论
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是成龙
电影前所未有的新尝试；也
是成龙在拍完《十二生肖》对
媒体说出“不会再拍高危险
动作片”后，一部让他食言的
新作。

12月22日，本报将联合烟
台新世纪影城前往北京参加

《警察故事2013》的首映礼，提

前为大家献上现场报道，让
喜欢“警察故事”系列的烟台
影迷先睹为快。

与此同时，本报还联合
新世纪影城，在市民中征集
幸运影迷一名，职业为警察
最佳。这名幸运影迷可免费
跟随记者前往北京，参与首
映礼并与成龙面对面。

想参与的市民有两种方
式可以报名：1 .市民可以在微
博上发送话题#去北京见成
龙#@今日烟台或@烟台新世

纪影城，或者分享您所知道
的好警察故事并@今日烟台
或@烟台新世纪电影城。2 .市
民可以加本报或烟台新世纪
影城微信，并评论与《警察故
事2013》相关的微信。

我们将从报名市民中选
出幸运影迷一名，此外，凡分
享“ 身 边 的 警 察 故 事 ”的 市
民，都有机会获得由烟台新
世纪影城提供的《警察故事
2013》电影票一张。心动不如
行动，赶快报名参与吧。

本报12月17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 17日，南方科技大学发布
2014年招生说明，南科大在明年
高考中仍将按照“6+ 1+3”模式：
高考成绩占6 0%，高中阶段的平
时成绩占1 0%，南科大组织的能
力测试成绩占3 0%。这些成绩最
终构成考生的综合成绩，学校按
考生综合成绩择优录取。

南方科技大学自2011年开始
招生，明年南科大将迎来第 4届
新生，南科大采用基于高考的综
合评价录取模式，报考南科大的
学生须在全国统一高考前，参加
学校自行组织的能力测试。

需要考生注意的是，南方科
技大学在录取时按理工大类招
生，具体专业分类仅为报考参考
和基本程序，不会影响之后的专
业选择。南科大在理学、工学和
经济学等3大门类首批筹设了8个
系 6个专业，并已经形成相应的
教学计划。8个系分别是物理系、
化学系、生物系、电子与电气工
程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金融
数学与金融工程系、数学系、计
算机科学系；6个专业分别是物
理学、化学、生物信息学、生物技
术、微纳材料与器件、金融数学
与金融工程专业。

南科大招生仍用

“6+1+3”模式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董波) 12月11日，海阳市供电
公司深入各村庄为留守人群住所
的供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帮助留守老人、儿童掌握更多的用
电知识，提高安全用电意识。

进村入户

为留守人群送安全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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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心！

查堵！ 反恐！

机场工作人员正在对旅客的行李进行安全检查。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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