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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年休休一一天天，，他他从从不不叫叫苦苦叫叫累累
起早贪黑，垃圾清运工宋修竹与他的团队保持着城市的洁净

开发区计划安装
54个深埋式垃圾桶

本报8月26日讯 (记者 李静
通讯员 林翠青) 为提高城市

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城区
环境卫生质量，开发区环卫处强化
作业和考核标准，做到保洁时段内
路面垃圾20分钟内清除，并计划在
黄河路、珠江路安装54个深埋式垃
圾桶。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市政道路
环境卫生质量，道路保洁标准为建
成区内快车道每日机械保洁每日2

次，长江路保洁达到16小时全天巡
回保洁，并做到保洁时段内路面垃
圾20分钟内清除。

按照统一规划、科学布置的原
则，已在黄河路试点安装法国PO

深埋式垃圾桶8个并投入使用。该
桶地上部分占用空间少，地下部分
容量大，减少了视觉和嗅觉污染，
增强了美观性，并且投放口配备了
专利锁，采用全金属结构，增加了
防火、防盗的功能。而且设有检查
口的专利维护技术，使垃圾桶的维
护更方便。同时，共计划在黄河路、
珠江路安装54个，进一步提升环卫
设施档次和服务承载能力。

烟台公安全警备战

将严打各类违法

本报8月26日讯(通讯员 王永
文 刘丹 记者 柳斌) 启动最高
等级信息研判机制，组织武警、边防
等参与联合巡逻……随着“9·3”抗战
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临近，烟台市公
安机关以一系列非常措施，全力做
好当前各项重大活动安保和安全生
产监管工作，力争以最高规格、最高
标准、最高要求，全警全力、全力以
赴，坚决打赢纪念活动安保攻坚战。

即日起，全市公安机关进一步
加强巡防力度，坚持网格布警、动
态出警、屯警街头，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加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
等重点地区和中小旅馆、出租房
屋、公共娱乐场所的排查整治，坚
决整治“黄赌毒”以及涉黑、涉拐、
涉枪等治安突出问题，防止出现社
会治安热点。强化反恐维稳和应急
处突工作，立足于随时可能发生突
发事件，按照“重点区域一分钟现
场处置”要求，做好应急处突准备。

安保工作期间，全市民警取消
休假，全员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
班备勤等有关规定。

26日上午10点左右，港城天
空中传来几声雷响后，一场瓢
泼大雨突如其来。街上行人纷
纷闪躲避雨，而芝罘区环卫工
清运车驾驶员宋修竹和他的队
员于朋民、郭润平一如既往地
拖起垃圾桶，将生活垃圾装到
清运车上。大雨浇湿了衣服，他
们全然不顾，将在装运中掉到
地上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

宋修竹的团队负责南大街
等街道的垃圾清运工作，垃圾
清运和其他工作不一样，雨雪
天气都得照常进行。为了保证

清运顺利，清运时间一般为凌
晨4点到上午10点左右。

“清运得太早，怕打扰市民
休息。清运得太晚，路上车多
了，担心堵车运不出去。”宋修
竹说，即使这样，也曾多次发生
早上清运车噪音大，打扰市民
休息，遭小区居民怒骂的事情，

“从楼上扔酒瓶，扔花盆啥的都
有。”

宋修竹告诉记者，很多小
区道路狭窄，路上停满车，垃圾
车无法正常进入倾倒垃圾。“一
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要是我

们三个人能拖得动垃圾箱，我
们就尽量拖出来倒掉。”宋修竹
说，有时一个桶重好几百斤，他
们也一样做，否则不及时清理
会遭到市民投诉。

“夏天的时候，每天凌晨3

点多起床，4点开始工作，一天
要清理200多个垃圾桶。”宋修
竹说，将小区垃圾清理后运送
到垃圾中转站，每天至少跑三
个来回。同时要保证地面干净，
途中不漏污水。

记者了解到，宋修竹的队
里还有一名叫王强的队员，本

月12号因为下大雨，在拖垃圾
桶时不小心滑倒，导致腿部韧
带拉断，现在正在家养伤。因
为常年与垃圾接触，长期受一
些刺激性气味影响，不少环卫
工都患有气管炎、肺病等呼吸
道类的相关疾病。

“也有人问我一个月就2000

多块钱，你没干够吗？其实说实
话也不愿意干，但活总得有人
干，我不干就得其他人干。”采
访中宋修竹多次谈到，其实工
作苦点累点都无所谓，就是希
望大家能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想为环卫工做点事

就联系我们吧

在最基层的岗位上，环卫工
往往能给我们最纯净的感动。当
好人，做好事，看着容易却不简
单，传递的正能量足以温暖社
会，让人人内心充满感动的力
量，值得每个人学习和点赞。近
日，记者采访了多位不同工种的
环卫工，这些人做的是又脏又累
的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没喊累，
就是希望市民能多些理解，多些
配合。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和事，请联系我们。

本次给环卫工送清凉活动
还得到烟台凯乐粮油的大力支
持，目前，凯乐粮油在烟台有四
家自营店，分别为上夼西路店、
黄务分公司、幸福分店、莱山分
店，都为环卫工歇脚点，咨询电
话4008886005，环卫工可随时进
门歇脚。同时，不少爱心企业纷
纷为环卫工送上爱心物品，如
果您也想为环卫工做点事，请
联系我们：15275567096。

本报记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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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日，
一场大雨突
如 其 来 ，宋
修竹（左）和
他的队员冒
雨将生活垃
圾装到清运
车 上 。 本
报记者 李
静 摄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王
永军 实习生 杨祥起 ) 记
者从芝罘区商务局了解到，山
东省首个蓝色创客基地近日启
动，基地位于黄务街道，为从事
海洋科技研发创新的创业者和
企业服务。

据介绍，该基地由中科院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农业
大学烟台研究院海洋学院、烟
台大学海洋学院、鲁东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鲁东大学农学院
与芝罘区政府共同打造，主要
提供海洋科技成果交易转化、
海洋科技服务、金融资本服务
等服务。

芝罘区政府与“一所四院”
合作，通过双边在技术资源、市
场、资金和优势上的互补，共同
建设“山东蓝色创客基地”，推
动蓝色生物经济领域的政产学
研用的全面合作，促进烟台蓝
色经济的发展。

该基地位于港城西大街北
侧，机场路以西，建筑面积约
4000平方米，地处芝罘滨河生
态智慧新城核心区域，东连莱
山区、高新区、牟平区，西接福
山区、开发区，交通便利，地理
位置优越。

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将集成
创客空间、成果展示大厅、公共

配套服务区域和项目预孵化区
四大功能区域，主要入驻“一所
四院”的相关机构和团队、知识
产权服务类企业、科技服务类
和金融资本类等相关企业。目
前，已有10家企业入驻。

基地将建设以海洋科技成
果转化交易为核心业务的B2B

网站，实现找专家、找技术、找
资金、找需求、找难题、找资讯
等各项服务，实现各方的对接、
交流、交易，力争打造成为中国
首家专注于海洋科技的电子商
务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为解决科技项目转化过程
中的资金问题，基地将推动天

使投资事业在烟台的发展，帮
助创业者早日实现创业成功。
通过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为初
创团队提供知识产权融资、股
权融资、债转股融资等专业化
服务，推动科技项目转化，助力
小微企业成长。

据了解，芝罘区投入使用
和规划建设的创客空间已达到
19家，预计入驻孵化企业350家
以上。近年来，芝罘区探索运用
互联网技术推进海洋与渔业发
展的途径，加快转方式、调结
构，着力推进水产电子商务和
休闲渔业发展，构建起现代海
洋和渔业发展新格局。

省省内内首首个个蓝蓝色色创创客客基基地地落落户户芝芝罘罘
基地位于黄务街道，目前已有10家企业入驻

牟牟平平6699个个重重点点项项目目全全面面推推进进
总投资721亿元，其中成龙线和牟白线大修工程等已开工建设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于
飞 ) 26日上午，牟平区1-7月
份重点项目进展情况通报会在
牟平市民文化中心举行。会上
主要通报了牟平区69个重点项
目的进展情况，其中包括工业、
农业、商业、服务业、地产和新
能源项目。

发布会上，牟平区政府新
闻发言人杨淼介绍，今年牟平
区确定投资5000万元以上区级
重点项目有69个，总投资721亿
元。在69个项目中，政府投资工

程共有10个，成龙线和牟白线
大修工程、农村电网改造及变
电站项目、高陵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等都已经开工建设。

此外13个工业项目，主要
有海德纯电动商用车产业园项
目、孚信达新型复合材料项目、
50万千升啤酒改扩建项目等，
还有4个农业项目和14个商业
及服务业项目。

近年来，房地产业持续低
迷，牟平区主要存在库存积压
相对较多的问题，但从部分楼

盘的销售情况看，刚性需求和
改善型需求仍有很大潜力。因
此，按照“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的思路，一方面合理规划旧村
改造，一方面结合旅游休闲、度
假养老等产业，主推高端地产，
吸引外地客户，今年的重点项
目中房地产项目共有14个，主
要有烟台东部滨海生态城项
目、中冶沁海云墅项目和招商
东岸项目。

关于新能源项目，牟平区
先后引进了部分风电及光伏电

站项目，今年将高陵富顶风力
发电、金尚光伏电站、江山光伏
电站、德联光伏电站4个新型发
电项目纳入区级重点项目进行
推进。另外，还有8个前期推进
类项目，分别是中国科技开发
院烟台研发创新公园、年产10

万吨清真豆制品生产线、保温
板墙开发建设、中国北方声谷、
圣西朗LED、年产1万吨差别化
氨纶、国家网球中心训练比赛
基地、新农创新集市，总投资达
180亿元。

本报记者 李静

周末、假期、春节是很多人盼望的节假日，对于环卫工来说，大部分的节假日他们都要上班，只有
大年初一的时候才能休息一天。一旦遇到大雪等特殊天气，这一天也需要值班。负责垃圾清运的宋修
竹几乎天天与垃圾打交道，他说活总得有人干，就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多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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