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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汀在莱阳调研时指出：

把莱阳打造成青烟威经济圈重要节点

全市机构编制

工作会议昨召开

本报3月19日讯 19日上
午，烟台全市机构编制工作会议
召开，市委副书记张永霞出席会
议并讲话。

张永霞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去年全市机构编制工作取得
的成绩，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创新和
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在严格控制
机构编制总量的前提下盘活存
量、优化结构，让有限的机构编
制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本报记者

市领导会见市级

宗教团体新领导班子

本报3月19日讯 3月17日
至19日，市伊斯兰教协会、道教
协会、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
运动委员会先后召开代表会议，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19

日下午，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程
德智会见了市级宗教团体新一
届领导班子成员。他指出，长期
以来，市级宗教团体始终高举爱
国爱教旗帜，在与社会主义相适
应、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参与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等方面作了大
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本报记者

本报3月19日讯 3月19日，
市委书记张江汀到莱阳市调研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要求莱阳
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
神，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部
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提
振精气神、展现新作为，努力在
新起点上实现赶超进位、跨越
发展。

张江汀在蚬河沿岸改造项
目现场查看开发建设情况时指
出，沿江沿河发展是许多世界
名城的建城理念，要精心规划
设计、抓好项目建设，使之成
为 具 有 莱 阳 特 色 的 生 态 经 济

带。
在青岛农业大学莱阳校区，

张江汀详细了解了学校建设发
展情况，希望学校坚持保护与发
展并重，既要留住厚重的历史文
化底蕴，又要提升教学科研水
平，努力为地方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支撑。

在莱阳义乌国际新城项目
现场，张江汀指出，莱阳拥有得
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要不断
壮大商贸物流业规模，提升产业
发展层次，加快打造地区商贸物
流中心。

在鲁亿通智能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张江汀深入装配车间，

了解产品用途、性能及企业管理
等情况，称赞企业自主研发能力
强、产品附加值高，勉励企业抓
住成功上市的机遇，用好融资平
台，积极开拓市场，不断壮大企
业规模、提升发展质量。

张江汀还到莱阳火车站认
真了解了车站运行及南部新城
规划情况，希望莱阳抓住城铁开
通的重大机遇，统筹好产业发展
与城市建设。

调研中，张江汀对莱阳市的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当前
莱阳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
期，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坚定信
心、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早日把

莱阳打造成青烟威同城经济圈
的重要节点城市，奋力开创各项
工作的新局面。

张江汀指出，要统筹抓好调
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工作，重
塑老工业基地新优势、激发老商
贸中心新活力、增强老农业大市
新动力；建立简政放权、转变职
能的推进机制，真正用政府权力
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
法”；抓住用好中韩自贸区建设
的重大机遇，加快引进一批带动
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大项目好
项目；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为契机，高标准抓好革命遗址
和场馆建设，广泛开展各类宣传

教育活动，打造梨乡红色文化品
牌；用好用活省财政直管县政
策，加大对民生领域投入力度，
认真兑现为民服务实事；加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强化山林防火
各项措施。

张江汀强调，一个地方的工
作，成在作风、败也在作风；一个
地方的发展，千关键万关键，领
导干部最关键，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要准确把握从严治党新常态，
牢记“三严三实”、强化责任担
当，持之以恒反“四风”、转作风，
切实把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加
快发展上来。

本报记者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张
倩倩 实习生 刘芃成) 随
着天气逐渐回暖，饮用水的需
求量逐渐增加，饮水机内部的
卫生情况需要格外注意。3月21

日，本报“社区帮办”将走进西
炮台社区，免费为您清洗饮水
机，教您如何保养饮水设备。此
外，法律咨询、家电维修、免费
理发等服务也等着您。

美的净水器的工作人员
介绍，饮水机长时间不用或使
用超过三个月后，就要清洗
了。长时间使用后，饮水机的
过滤膜表面会“藏污纳垢”，容
易堵塞滤孔，吸附有害物质的
能力也会下降，给了细菌可乘
之机，进而影响身体健康。

为此，本次帮办进社区活
动，本报将邀请美的净水器的工
作人员为您免费清洗饮水机，并

现场讲解饮水机正确的清洗方
法和注意事项。倘若您对净水设
备想有更深入的了解，专业的工
作人员也可帮您解答。同时，针
对不方便将饮水机带到活动现
场的老人，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
上门帮助免费清洗。

另外，本报还邀请了西炮
台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前
来义诊，烟台慈善义工队的义
工们将为您免费理发，本报律
师团的律师可现场帮您解答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还有慈善
义工于师傅免费帮您现场修
家电。

本次活动定在西炮台社
区，具体地点在西炮台卫生服
务站南50米的空地上，活动时
间是3月21日上午9点到11点。
有兴趣的市民可乘坐49路公
交车在西炮台东路下。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孔
雨童 通讯员 马晓斐) 18

日，英国音乐剧《人鬼情未了》
来华演出发布会在青岛大剧院
举行。这部“世界级”主创阵容，
高颜值+高超演唱水准的音乐
剧神秘面纱背后是什么样的？
本报记者特赶赴青岛探班。

18日上午10：00，音乐剧
《人鬼情未了》制片人瑞谢尔·
布鲁克曼、男主莱姆·道尔、女
主露西·琼斯现身发布会。被
记者们高呼“好帅”的男主和
长相酷似艾玛·沃特森的女主
现场献唱了《人鬼情未了》主
题曲《奔放的旋律》等三首歌。
不得不称赞下二位的歌唱，深
情感人又有CD版的音质。

据了解，这部音乐剧的主
创团队都是世界级大牌。它由
曾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

电影原编剧布鲁斯·乔伊·罗
宾创作；导演马修·华修斯曾
多次荣获托尼奖；而编舞阿什
利·沃伦曾为包括麦当娜、黑
眼豆豆等顶尖艺人编舞；而曾
为电影《哈利·波特》制作特效
场景的英国特效大师保罗·基
弗专门为这部剧创作了一系
列前所未有、令人惊叹的高科
技舞台特效和魔幻元素。

另外，音乐剧《人鬼情未
了》在本质上是一个简单、浪
漫而又动人的爱情故事，它传
达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主旨，即
真爱可以战胜任何事物，甚至
死亡。

该剧将于6月19日-25日在
青岛大剧院上演，连演八场。伴
随着动车的开通，届时烟台观
众也可以亲临青岛大剧院，观
赏这部世界级水准的音乐剧。

本本报报““社社区区帮帮办办””

帮帮您您免免费费清清洗洗饮饮水水机机

66月月坐坐着着动动车车去去青青岛岛

看看音音乐乐剧剧《人人鬼鬼情情未未了了》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

李朴民来烟调研

本报3月19日讯 3月18日
至19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
民到烟台市就经济运行及发现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情况进行调
研。市领导张江汀、孟凡利等分
别陪同活动。调研中，李朴民对
烟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给予充分肯定。

本报记者

福山区“气质”改善

再居榜首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艾婷玉) 19日，
烟台市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委员会
发布了上半月各区空气质量主要
污染物现状及改善情况，市区空气
质量总体呈向好态势，其中福山区
空气质量改善再次排名首位。

综合四项主要污染物的改
善情况，福山区综合改善排名居
首，其他排名依次为芝罘区、莱
山区、牟平区、高新区、开发区。

从去年10月份以来，福山区
一直稳居6区空气质量改善首
位，这与福山区的大气污染治理
行动有很大关系。福山区对存有
燃煤设施的实施限期停用、拆除
和改造，改烧清洁能源；还加强
了扬尘治理。

观观海海路路--桐桐林林路路

成成最最易易逆逆行行路路口口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蒋楠 姜波 )

经常走观海路与桐林路的市民
有没有在该路口因逆行被抓拍
过？记者了解到，该路口被交警
称为逆行最频繁的路口。

据交警部门统计，该路口每
天有100多起逆行违法，占整个
莱山区逆行违法的五分之一。

在监控录像中，19日下午2

点10分，一辆从观海路左转进
入桐林路的奔驰轿车，一不留
意就拐进了逆行车道，按规定
罚款200元，扣3分。

交警提醒驾驶员，行经各路
段时要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标线，
以免误闯、逆行。 奔驰轿车从观海路拐进桐林路，逆行被抓拍。 监控截图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宋
佳 实习生 王峰 通讯员
芦琳) 19日，记者从烟台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获悉，新
的《烟台市计划生育有奖举报
办法》出台。按照办法规定：对
举报范围内的计划生育违法行
为经查实后的市民，最高可给
予2万元奖励。

为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社
会监督，19日，烟台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出台新的《烟台
市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办法》。

《办法》详细规定了举报范围与
对象。举报范围包括：户籍在本
市行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户
籍不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但长期

居住在本市的人口；外地来烟
及本市跨县市区务工、经商暂
住30日以上的流动人口；在本
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医疗服务
机构及其执业人员。

“违法生育或违法收养子女
两个月以上没有统计上报的；出
生男孩错报为女孩或将违法生
育的子女报为合法生育的；举报
时正发生的违法怀孕；实施非医
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及选择性
别终止妊娠的机构和个人；对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违法生育处理
不到位的，自2012年以来的人员
和机构有上述情况之一的，均在
受理范围内。”市卫计委工作人
员介绍，同一违法生育案件被多

人举报，只奖励最早举报人；多
人同日举报同一违法生育案件
的，奖金平均分配。

《办法》规定，查实违法怀
孕的、查实漏报符合法定结婚
条件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
第一个子女且60日内未补办结
婚登记的和符合生育二孩政策
但未办理《二孩生育证》而生育
的，奖励1000元；查实漏报不符
合法定结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
子女的、查实出生男孩错报为
女孩、违法生育的子女报为合
法生育的，奖励5000元；查实漏
报违法生育二孩的，奖励10000

元；查实实施非医学需要鉴定
胎儿性别及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的机构和个人的，奖励10000

元；查实漏报违法生育三孩及
以上的，奖励20000元。

“举报人举报时须自编一
个由六位任意数组成的密码，
待兑奖时核对，工作人员会为
举报人保密。”该工作人员说，
举报人得到领奖通知后持密码
按时到卫计委基层指导科领取
奖金，逾期一个月视为自动放
弃。举报人可采取来信、来电、
来人、网络等方式进行举报。受
理单位是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基层指导科，地址在烟台
市莱山区海韵路10号，邮编是
264003，举报电话为6225315，电
子邮箱：ytjsyjjb@163 .com。

计计生生举举报报新新规规：：最最高高奖奖22万万
举报时须自编一个六位数密码，持密码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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