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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周周六六，，南南通通路路小小学学回回迁迁
空出来的原华侨学校将迎来南山路小学和建昌街小学的躲迁师生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据悉，本周六芝罘区南
通路小学将从原华侨学校校区
回迁到本校，下个周一，学生将
在修葺一新的本校新教学楼上
课。按照计划，空出来的原华侨
学校将迎来南山路小学和建昌
街小学的躲迁师生，但目前两
个学校具体躲迁时间尚未确
定。

“学校开家长会了，这个周
六回迁，我们家长都过来帮忙
搬东西。”7日，南通路小学不少
学生家长都在谈论周末学校回
迁的话题。

“根据上级部门的布置，我
们本周六就搬回去，下个周一
学生就到南通路本校新教学楼
上课。”南通路小学一位老师告
诉记者，现在已经开始陆续把
一些桌椅、床等往回搬了，基本
周末就能搬得差不多。

记者在已经竣工的南通路
小学看到，学校操场、教学楼已
经修葺一新，里面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卫生清理及调试等最
后的准备工作。

孩子马上就要回到崭新的
校园了，可不少家长觉得现在
搬有些不方便，“26日就要期末
考试了，孩子搬回去还要适应，
复习会不会受影响？”“订的一
个学期的小饭桌，这个学期没
完就要换地方了，这让我们咋
办？”一位家长表示，如果是下

学期开学再搬回去，就没有这
些问题了。

对此记者了解到，根据
市教育局的规划，待南通路
小学回迁后，原华侨学校将
用于南山路小学躲迁，建昌
街小学也将随区片进行整体
改造。而去年11月，南山路小
学新建教学楼工程施工招标
公告发布，其中规定工程计
划开工日期为2 0 1 4年1 2月2 7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 0 1 5年
11月27日。

这意味着，只有南通路小
学回迁，腾出的原华侨学校才
能开始接纳南山路小学和建昌
街小学的躲迁师生，南山路小
学新建教学楼工程才能正常开
工。

7日，记者分别致电南山路
小学和建昌街小学，两个学校
的老师均答复，按计划是要一

起到原华侨学校躲迁，但具体
躲迁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

另外，还有不少家长担心
南通路小学新教学楼刚装修
完，现在搬进去上课可能不利
于学生健康。

对此，教育部门答复，南通
路小学所有工程将全部结束，
不会存在安全隐患。教室内的
空气质量质检部门已进行了环
境监测，结果为合格。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7日，烟台市质

监局对外公布2014年工作总结。
2014年，该局围绕儿童用品等12类
消费重点产品，组织169家企业开
展了质量提升活动，对全市526家
企业按工业产品实行分类监管，开
展了“质检利剑”、“双打”等一系列
专项整治活动，检查企业1275家，
查处各类违法案件25起，有效确保
全市质量稳步提升。

同时，该局还保护和提升传统
优势品牌，推动烟台海参、烟台苹
果、龙口粉丝等特色优势品牌生产
企业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100余万个；促进服务业规范发展
和农业创新升级，《海阳茶栽培技
术规程》烟台市地方标准2014年8

月发布实施，20项鲁菜类、3项港口
服务类山东省地方标准于2014年
10月发布实施。

烟台质监去年查处

各类违法案件25起

根据公安部出台的110接处警
工作规则的相关规定，110报警服
务台的主要职责是全天24小时受
理群众紧急电话报警、求助和对公
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现时发生的
违法违纪或失职行为的投诉。

芝罘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指
挥调度科指导员杨洪岭介绍，拨打
110报警需要看警情是否“紧急”，
只有当公民人身、财产受到不法侵
害，发现国家财产、他人生命财产
受到不法侵害，发现刑事、治安案
件线索及其他事故苗头，需公安机
关帮助的急、难、险、重等事宜时，
才可随时拨打110。

杨洪岭介绍，在现实情况中，
原本应该拨打12345、水、电、气等
专业电话，结果都打给了110，结
果，分流了大量处置违法犯罪的警
力。他说，像讨薪、施工噪音扰民、
工商价格纠纷、买到假货、家中漏
水、停电等情况，都不属于110的职
责范围，市民可以拨打相关职能单
位电话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侯艳艳

讨薪、漏水
都不属于110职责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侯艳
艳 通讯员 永文 大鹏) 1月
10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110宣传
日”，记者在宣传日到来之际来
到芝罘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体
验接警员的工作。在体验中记者
发现，接警员每天接到的有效警
情并不多。据介绍，2014年全局共
接警248838条，有效警情还不足
四分之一。大量无效警情严重浪
费警力，阻碍了110这根社会治安
生命线的畅通。

7日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
芝罘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4

名值班接警员正紧张忙碌着。
为亲身感受接警员工作，记者
戴上耳机体验了一把。

电话响起，接通后传来一个
孩子咿咿呀呀的声音，随后一名
女士接过话筒，称孩子按错了号
码。5分钟后，第二通报警电话响
起，电话里传来一名男子急促的
声音：“我被人打了，快来看看。”

“别着急，你在哪里，几个人打
你？”记者问。在重复了3次地址
后，男子终于说清楚了自己所在
的位置。在王永勋的提示下，记
者将警情在电脑上进行登记，派
发给辖区派出所。

15分钟时间内，记者共接
了4通报警电话，仅有1条有效
警情。“无效警情多了，肯定会
影响110电话的畅通。”王永勋
说，万一有突发紧急案件，接警
延误一秒就可能关乎群众的生
命安全。

“民警同志，你陪我说会话
行不？”“民警同志，你给我父母
家送点早饭行不？”“晚上路黑，
让民警送我回家吧。”……接警
员经常会接到诸如此类的报警
电话。王永勋还举了一个例子，
去年12月份，一位女士拨打110

求助，她说：“我孩子8岁了，不
听家长话，还不写作业，让警察
来管管孩子吧。”“为什么让警

察管？”接警员问。“每次一说警
察来抓，他就害怕了。”这位母
亲的答复令接警员哭笑不得。

记者查询了解到，1月6日8

时至1月7日8时，芝罘公安分局
110指挥中心共接警559条，其
中有效警情仅有131条，不足四

分之一。
“这并不是个例，全年的有

效警情也不足四分之一。”该指
挥中心值班长吕贻忠说，2014

年芝罘110共接警248838条，其
中实派有效警情为56526条，仅
占所有警情的22 . 7%。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宋
佳 ) “毓璜顶医院太大，进来
像是走迷宫。”6日，市民孙先生
说，自从加上了医院微信，在楼
层分布上就能找到自己要去的
地方在哪，非常方便。不仅如
此，还可随时随地看到专家门
诊排班、孕妇课程安排。也因
此，在国内医院“最强”微信排
行前50强中，毓璜顶医院跻身
第24位。

据悉，2014年8月，烟台毓
璜顶医院官方微信正式开通，
医院微信公众平台设立了医院
信息、就医指南、便民信息3大
板块及医院概况、医保指南、楼
层分布指引等10个子板块。

“广大市民可随时随地了
解毓璜顶医院科室及专家介
绍，官方微信还将指导您如何
预约挂号，如何医保报销；当您
在医院迷路时，打开微信，即刻
给您清晰指引。”毓璜顶医院工
作人员说。

官方微信开通后，毓璜顶
医院每天推送3篇左右健康资
讯信息，包括门诊专家排班、义
诊及免费讲座等公益活动通
知、健康知识宣教、生活贴士提
醒等，方便市民就医及健康关
注，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微信开通4个月以来，关注用户
数已达8000余人。

“可以收到讲座通知，还可

以查询门诊专家排班，真是太
方便了。”孕妈妈小丽关注医院
微信后高兴地说，“医院微信定
时发布听课信息再也不用四处
打听询问，随时随地查看信息，
学习科普知识也很方便。”

近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
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权威发
布中国医院微信影响力指数排
行榜，以国家卫计委医院等级
库为样本，共监测全国900多家
医院，公布了微信影响力最大
的前50家医院，毓璜顶医院名
列全国第24名，成为山东省唯
一入选的地市级医院。

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关注
烟台毓璜顶医院官方微信：

1 .在微信“添加朋友”界面
搜索微信号“yhdyy2014”

2 .在微信“添加朋友”界面
点击“查找公众号”，搜索“烟台
毓璜顶医院”

3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
下面二维码图片

在在医医院院迷迷路路，，可可用用微微信信““导导航航””
毓璜顶医院官方微信开通4个月，跻身国内医院“最强”微信前50强

““孩孩子子不不写写作作业业，，让让警警察察来来管管管管吧吧””
各种奇葩警情让接警员哭笑不得，也造成了警力资源浪费

目前，崭新的南通路小学校舍已经装修完毕，随时可以回迁。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报记者现场体验接警员工作。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市政府公布

30名首席技师名单

相关新闻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苑菲菲)

依据《烟台市首席技师选拔管理
办法》，经烟台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并报市政府同意，烟台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日前公布了第五批烟台
市首席技师名单，名单中共有烟台
财会培训中心的李永强、烟台市退
休职工活动中心的李江霞、烟台东
山宾馆的米国红和刘勇等30人。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任军 段美茂 管志

锐 德新) 去年11月、12月份，烟
台开发区、福山区连续发生多起
面包车盗窃案，连日来，民警蹲守
侦查，终于将系列盗窃面包车案
破获。1月6日上午，在开发区福莱
派出所举行的被盗面包车返还仪
式上，8辆被盗面包车重返车主，车
主纷纷向刑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
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8辆被盗面包车

全部返还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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