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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突发发事事件件总总体体应应急急预预案案下下月月施施行行
成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市长担任

社科优秀成果奖

评选开始申报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王晏
坤 ) 17日，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评选委员会办公室与烟台
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发出通知，
决定开展第27次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的评选工作。

据了解，凡烟台市的个人和集
体在2013年内完成的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包括学术著作、学术
论文、调查报告、科普读物、教科
书、工具书、学术译作、古籍整理和
注释等，均可申报参加评选。

作品申报程序为，各社会科学
类学会会员先向所属学会申报，再
由学会统一向评委会办公室推荐；
非学会成员可向各县、市、区委宣
传部申报或直接向社科联申报；各
高校由科研管理单位统一组织申
报。

评委会办公室设在烟台市社
会科学联合会，申报社科奖的登记
表和评审表可从烟台社会科学信
息网下载(www.yt.skj.gov.cn)，申报
截止时间为2014年5月30日，申报
办公室电话为0535-6683286。

芝罘工商查处

回味香“李鬼”店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建昀) 近日，芝罘工
商分局接到市民举报，查处一侵犯

“回味香”餐饮字号侵权案件。
据了解，近日芝罘工商分局只

楚工商所接到市民举报，称有与烟
台市回味香餐饮有限公司字号名
称相同的小饭店在营业，不知是分
店，还是冒牌营业，但从风格看，并
不像是分店。

随后，工商执法人员来到现场
检查，发现该饭店无任何经营手
续，也没有烟台回味香餐饮有限公
司的授权许可。在与烟台回味香餐
饮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后，确认该小
饭店存在商标侵权行为。

经过与小饭店老板沟通，得知
是外地刚到的烟台，并不知道烟台
有回味香餐饮有限公司。小饭店是
才转让到手的。对饭店老板的行
为，工商人员对其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当场拆除了牌匾。经协调，回
味香餐饮有限公司也没有再追究
其侵权责任。

涉嫌“无证生产”

莱阳一企业被查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宋佳
通讯员 王善浩) 烟台市卫生

监督所对饮用水输配水管材管件
进行专项整治行动。检查过程中已
经发现莱阳一涉水产品企业涉嫌

“无证生产”，现已进行进一步调查
取证。

日前，烟台市卫生监督所与莱
阳监督所在对莱阳某塑业公司检
查时发现，该企业厂区内堆放该公
司生产的“PE供水管”，企业原料
存放区存有大量PE材质破碎料，
卫生监督员对其原料来源及生产
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目前卫生监督
员对该企业涉嫌生产无卫生许可
批件涉水产品行为进一步调查取
证。

执法人员提醒市民在购买饮
用水输配水管材管件的时候，应该
向经销商索取产品的卫生许可批
件，认真核对卫生许可批件和所售
产品是否一致。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林
宏岩) 17日，退役士兵专场招
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招聘会现场，为了吸引退役士
兵就业，不少需要安保人员的
企业单位给出了各种优厚福利
条件，有单位给出月薪4000元
的条件揽才。

“来我们公司吧，我们公司
包食宿，你这样当了5年兵每个
月拿到4000元不成问题。”17日上
午，富士康安全部在招聘会上主
动给感兴趣的退役士兵介绍着
企业的福利待遇，招聘负责人姜

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就是退役士
兵，现在月薪能达到7000元。“在
部队训练有素，精神面貌好，身
手比一般人要干练。”姜先生介
绍，现在富士康内的保安队伍有
近一半都是退伍士兵。

当天，记者采访发现，不少
需要保安岗位的单位都倾向于
招聘退伍士兵，很多单位的保
安职位招聘要求都标注着“退
伍士兵优先”，“主要还是精神
面貌，我们6月底就要开业，刚
开始营业需要这样的人才。”中
粮·大悦城招聘负责人马先生

说，他们现在需要5名保安，最
青睐退伍士兵。“我们现在有
1500多个人，是开发区公安分
局下属的国企单位，大部分都
是退伍士兵，负责开发区企事
业单位的保卫工作。”因为是国
企，一上午开发区保安服务公
司吸引了近20名退伍士兵前来
报名，招聘负责人介绍，因为业
务多，他们常年招人。

据悉，当天招聘会吸引了
80余家知名企业，岗位主要包
含商业服务、机械制造、电子生
产、物业管理、安全保卫等行

业；适合退役士兵从事的保安、
消防、驾驶员、保管员、管理人
员等就业岗位1200多个；当天
参加现场求职的人员达1100多
人，有560余名求职人员与用人
单位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据介绍，新的《退役士兵安
置条例》颁布以来，烟台逐步建
立起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
业、安排工作等多种方式相结
合的安置新制度。在扶持政策
上，除了经济补助、创业扶持、
免费培训，还包括组织多种形
式的招聘推介会。

保保安安公公司司揽揽才才，，盯盯准准退退役役士士兵兵
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现场，企业给出4000元的月薪还包食宿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孙
健) 17日，一场久违的降雨滋
润了干旱的烟台大地，但降雨
并没有阻碍“青烟威荣”城际铁
路建设者们的建设步伐，工人
们抓紧时间抢工期，创造“青荣
速度”。

17日上午，天空下起细雨，
10点钟左右雨势变大，然而在
机场路上的“烟荣”上行、下行
跨204国道特大桥施工现场，工
人们仍在照常施工。由于穿戴
雨衣不便于施工，工人们仅靠
头上的安全帽挡雨，身上的外
衣早已被雨水淋湿。

“春天干燥少雨的天气为

我们施工进度争取了不少时
间，每天工程都在以24小时不
停歇的速度向前推进。”“青烟
威荣”城际铁路中铁二十局架
子六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偶尔阴天下雨的天气，工程也
不停工，“阴雨天气混凝土、电
焊类的工作做不了，工人们就
冒雨绑扎钢筋、移挂篮。”

“‘青荣’城铁机场路地段
是名副其实的铁路交通枢纽
段，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内先后
有‘青荣’左线、右线、‘烟荣’上
行、下行联络线四条铁路线交
汇于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肩负着如此重要的工作，他们

觉得很光荣。
据了解，中铁二十局承担

施工的青荣城铁第四标段位于
北进烟台、东接威海的交通咽
喉地段，“光在青年南路南端、
机场路南端与外夹河组成的南
部城区这一片，就有9座特大
桥、11处连续梁、6座隧道，先后
4次上跨204国道、3次上跨荣乌
高速公路、3次上跨青年南路、3

次上跨外夹河、2次上跨铁路，
施工难度非常大。”中铁二十局
青烟威荣城铁指挥部副书记宋
家军介绍说。

4月15日，青荣城际铁路跨
通世南路特大桥合龙，这是烟

台境内15处跨铁路、高速、国道
特大桥中成功合龙的第9处。本
月底，青荣城铁“烟荣”上行联
络线跨烟台直通线特大桥也将
施工结束合龙，这处连续梁的
跨度为48+80+80+48米，工程量
较大，既需要跨越青年南路又
要跨越绕城高速，施工难度较
大。

目前城铁架梁、隧道掘进、
连续梁建设等工作都在加紧推
进，架梁机已经驶过东珠岩隧
道，向市区方向挺进；山东第一
隧——— 蓁山隧道剩余450米贯
通；下月起，城铁烟台段将开始
铺渣，铺轨工作即将提上日程。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王
晏坤) 日前，烟台市人民政府
印发修订后的《烟台市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并将从今年
5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预案包
括地震应急预案、森林火灾应
急预案等45个专项预案。

应急预案由总则、组织体
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
管理、附则六部分构成。其中规
定，突发事件主要包括自然灾
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按照其
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
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分为四

级：Ⅰ级 (特别重大 )、Ⅱ级 (重
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主要包
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
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
灾害、森林火灾等。

事故灾难突发事件主要包
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生产安全事
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
设备事故、核与辐射事故、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
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
病、食品安全和职业中毒、动物
疫情、饮用水安全及其他严重

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
件。

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
怖袭击事件、民族宗教事件、经
济安全事件、网络与信息安全
事件、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
事件等。

组织体系上，最高领导机
构是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
会。主任由市长担任，常务副主
任由市委副书记担任，副主任
由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担任，
成员由市有关部门、单位和烟
台警备区、武警支队、边防支队
负责人组成。

预案从运行机制上，对信
息预测预警、应急处置、恢复与
重建、信息发布等方面做了详
细规定。

预案还从人力、物力、财
力、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及通信
保障等方面，对突发事件的应
急保障做出了明确规定。

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和
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以及恢
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主要
是为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
件能力，最大限度预防、减少突
发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和损
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城城际际铁铁路路建建设设者者雨雨中中抢抢施施工工
烟台境内15处特大桥已合龙9处，蓁山隧道仅剩450米贯通

17日，东珠岩
路段的工程仍在雨
中加紧施工。 本
报记者 韩逸 摄

▲受下雨的影
响，工人们唯一能做
的事情就是绑扎钢
筋。 本报记者 韩
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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