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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与与山山东东电电力力达达成成战战略略合合作作
“十三五”期间，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规划投资148亿元，统筹烟台各级电网协调发展

本报7月27日讯(见习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迟荣民

马学利) 27日上午，国网山东
省电力公司和烟台市人民政府
共同推进山东(烟台)坚强智能
电网建设战略会谈暨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在东山宾馆举行，市
委副书记、市长张永霞，国网山
东山电力公司总经理蒋斌分别
致辞。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中参
加会谈。

烟台市政府和国网山东电
力的战略合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十二五”期间投资115亿元
建成投产500千伏牟平输变电、
栖霞和光州变电站扩建、海阳
核电送出等重点工程，推进配
农网升级，开展港口岸电替代、
电动汽车充换电网络建设，支
持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
有力助推了烟台清洁发展、绿
色发展。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在
万华工业园、城际铁路、国际机
场等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投产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烟台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协议，双方将烟台坚
强智能电网发展规划分别纳入

“十三五”山东电网发展规划和
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

合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
乡发展规划。“十三五”期间，国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规划投资
148亿元，统筹烟台各级电网协
调发展。积极接纳新能源和分
布式电源并网，争取国家电网
海上风电检测基地和研究中心
落户烟台，支持电动汽车智能
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全面消
除现存的重过载、卡脖子等问
题，继续加强贫困村和动力电
不足地区的配电网建设改造，
优先安排光伏扶贫电网改造升
级。切实提高城农网供电能力、
供电质量和供电可靠性，建成
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灵活先
进、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智能

配电网，基本实现城乡用电服
务均等化。

烟台将全力支持和保障市
域内各电压等级电网建设，将

“十三五”期间电网建设、改造
项目列入烟台市重点建设项
目，加快电网项目核准和建设
审批进度，对智能电网、电能替
代和充换电站建设等项目规划
选址、项目审批、财政税收政策
及项目运营等方面予以扶持。
规划预留和保护好变电站站址
和线缆路径，积极创造有利条
件，确保电网规划顺利实施。出
台电动汽车购置地方补贴等相
关政策，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
展。

百百名名解解放放军军空空军军总总医医院院专专家家将将来来烟烟台台坐坐诊诊
市民如有需要，可直接拨打2960303

本报7月2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孙小惠 徐洋

徐娟) 不用去北京，就能请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专家会诊？7
月26日起，烟台毓璜顶医院芝
罘分院特邀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一流专家到烟台开展为时一个
月帮扶活动，空军总医院共派
出100余名终身荣誉专家及空
军级专家分期分批进驻，以专
家门诊、会诊、查房、病例讨论、
学术交流、技术培训等方式，给
予全方位、高层次、多学科的帮
扶和支持，让百姓不出烟台就
能享受到国内一流专家的优质
医疗服务。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是中国
临床航空医学医疗和研究的领
军基地，拥有3个国家级重点专
科，1个全军皮肤病研究所，8个
全军医学专科中心。该院皮肤
病科在全国享有极高声誉，年
门诊量达70万人次以上，技术
水平国内领先。

2015年8月，烟台毓璜顶医
院芝罘分院在根据自身建设发
展的需要，与解放军空军总医
院合作成立“医疗联合体”。空
军总医院在医、教、研等各个方
面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其中，以
烟台芝罘医院皮肤科为依托成
立了烟台皮肤病诊疗培训基

地，空军总医院每月选派一流
专家到烟台芝罘医院开展巡
诊、查房、会诊、手术、学术交流
等活动。双方联合开设的就诊
绿色通道，更使得一些在烟台
无法解决的疑难复杂病患可以
直接转往空军总医院接受治
疗。

近期，骨科、消化内科、磁
共振科、老年心血管科、老年病
科、神经外科、放射科等知名专
家将来烟台专家门诊、会诊、查
房、病例讨论、学术交流、技术
培训等方式，便于市民看病就
诊。如有需要，可咨询芝罘医院
医务科2960303。

不不用用到到北北京京、、上上海海，，在在““家家门门口口””就就能能治治疗疗帕帕金金森森病病
目前已有5位患者通过手术实现生活自理

本报 7月 2 7日讯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叶杏 张
国杰 ) 不用到北京、上海，
在“家门口”就能手术治疗帕
金森病？这已不是梦，从去年
开始，已有5位患者在烟台山
医院通过脑深部电刺激术治
疗帕金森病，提高了生活质
量。

说起帕金森病，大家并不
陌生，患者手脚震颤、行动迟
缓到了晚期，甚至会卧床不
起、不能自理。目前，烟台的帕
金森病患者约为2万名。

7月26日，蓬莱的杨大叔
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烟台山
医院，请神经内科专家对一个
月前植入体内的脑起搏器开
机调试，开机过后1分钟，杨大
叔就能很自然地从凳子上坐
起来，在室内走上四五圈儿不
成问题，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
笑容。此前，这些在常人眼里
看似平常的事儿，对杨大叔而
言都是幻想。

“我父亲是在2010年被确
诊的帕金森病，当时起步非常
困难，只能小步挪动，走一两百
米就感觉很吃力。”杨大叔的儿
子告诉记者，今年四五月份杨
大叔病情加重，都不能出门了。
此前，他曾通过药物治疗了6年
多时间，但效果并不明显。

今年6月，杨大叔在家人
的陪伴下来到烟台山医院，经
诊断他比较符合脑深部电刺
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适应症，
没多久家人便同意为其进行
脑深部电刺激手术。如今，首
次开机过后，杨大叔就能比较
灵活地行走，生活也基本实现
了自理。

“开机过后一周我们要对
脑起搏器进行一次调试，再过
仨月还要调一次，再往后基本
上每半年调整一次就行了，以
保持最佳治疗效果。”烟台山
医院神经内科大夫孙超介绍
说，之前不少患者苦于在北京
和上海间来回奔波，费用较

高，如今这些都能在“家门口”
解决了。

据了解，脑深部电刺激术
(简称DBS)治疗帕金森病，是
目前国际上治疗帕金森病和
特发性震颤的最佳治疗方法。
脑起搏器是一套精致小巧的
微电子装置，植入体内后，通
过电极对脑深部神经核团进
行电刺激，或将抑制引起帕金
森病症状的异常神经信号，从
而消除帕金森病症状。该治疗
方式安全持久，可卓有成效地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去年8月13日，我们烟台
山医院在烟威地区首开脑深
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的
先河，到目前为止，一共成功
开展了5例，效果都很好。”烟
台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梁辉
介绍说，如今医院又接诊了一
位41岁的帕金森患者，本周末
将为其进行脑深部电刺激术。

梁辉主任称，帕金森病是
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它

的平均发病年龄为60岁左右，
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帕金森
病的患病率大约是1 . 7%，我
国帕金森病患者已经超过200
万人，并且正以每年10万人的
速度增长。

“针对中晚期帕金森病患
者通过脑深部电刺激术进行

治疗，从而降低致残率，提升
患者的生活质量。”梁辉告诉
记者，目前烟台山医院通过科
学诊断，能给予患者规范的药
物治疗和吞咽功能训练，此
外，烟台山医院还成立全市首
个帕金森病太极拳俱乐部，让
患者也能有“稳稳的幸福”。

工工银银融融ee联联
信信息息更更安安全全，，服服务务更更贴贴心心

“工银融 e联”AP P是
工商银行顺应移动互联网
时代客户沟通服务方式移
动化、碎片化的发展趋势，
自主研发推出的移动金融
社交服务平台，于 2 0 1 4年
底推出，是在国内大型商
业银行中首次推出的移动
金融社交服务平台。

该行有关业务负责人
介绍说，客户在智能手机
中下载安装“融e联”(登录
www . i c b c . c om . c n或扫描
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应用
程序后，可以通过客户端
直接与客户经理或 9 5 5 8 8
人工客服取得联系，不仅
节省了往返柜台的时间，
也 避 免 了 拨 打 电 话 的 不
便，随时随地享用工行7×
2 4小时的贴身金融服务。
此外，客户还可以通过客
户 端 内 置 的“ 工 银 信 使 ”

“客户服务”“工银信用卡”
“融e购”等服务号，办理理
财购买、信用卡申请调额、
好友转账等业务，并获取
丰富的金融资讯、产品信
息和促销特惠信息。

“工银融 e联”满足了
客户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
业务咨询的需求，将工行
客户经理队伍的优势与移
动互联网相结合，实现点
对点的金融服务咨询，打
造了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
服务模式，这在同业中属
于首创，也是互联网社交
软件不具备的优势。

“融e联”具有安全、专

属、专业、免费、快捷等特
点 ：1 、安 全 、免 费 信 使 服
务。“融e联”信使服务为客
户 账 户 信 息 安 全 保 驾 护
航，远离诈骗短信骚扰。账
户明细查询、工资单查询、
个人贷款还款计划、信用
卡还款、投资理财一键操
作，安全又放心！2、专属客
户服务专属客户经理为客
户提供投资理财及资产配
置建议、9 5 5 8 8客户服务7
× 24小时为您提供一对一
贴心服务，业务咨询、信息
查询、产品办理等，尽享专
属！3、专业资讯服务。理财
产品、贵金属、外汇、原油、
基金等众多即时金融资讯
供客户掌握，银行级信息
资讯服务！4、免费金融服
务。好友转账、AA收款、当
面收款，尽在“掌”握，均为
免费！5、快捷生活服务。融
e购-名商、名品、名店，为
客户提供放心、质优的消
费平台；e生活-银行、商户
双重优惠、乐享时尚生活
体验！

医护人员正在对杨先生进行脑起搏器开机调试。 通讯员供图

山东电力与烟台签约现场。 见习记者 焦兰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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