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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山东上钰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保

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社保稽核行政处理决定书

(烟社稽理处字 [2017]第5号)，

自公告起60日内来烟台市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17年12月13日

联系人：姜宇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

电话：6632130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莱阳农行组织员工

进行年终决算演练

年终决算日益临近，为确保决

算工作顺利开展，12月10日晚，农行

莱阳市支行组织员工进行了年终决

算演练。今年的演练采取帮带方式，

即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与青年员工实

行结对，在共同学习演练方案后根

据方案逐一展开，通过上机操作、手

工记账、账务核对、批量报表等多种

模式传授年终决算相关工作要领和

注意事项，大家都仔细聆听，认真做

笔记，浓厚的学习氛围体现了农行

人极高的文化素养，大家都在以饱

满而高昂的心态迎接年终决算重要

时刻的到来

(通讯员：宋胜)

近日，烟台市质监局组织
党员到凤凰社区开展党员“双
管双责”活动，帮助清理绿化
带内的垃圾，清除卫生死角，

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活动中，党员们分工明

确、团结协作，使社区面貌焕
然一新。(通讯员 兰进)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张梦

玉) 2018福山新年音乐会
将于12月25日在福山剧院
盛大开启。记者从烟台大
剧院了解到，这场音乐会
将是福山的首场大型新年
音乐会，将由保加利亚国
家交响乐团担纲演出，六
十余人的交响乐团将为市
民带来超豪华视听盛宴。

本次2018福山新年音
乐会演出由保加利亚的著
名指挥斯塔尼思拉夫·尤
舍夫执棒，保加利亚国家
交响乐团担纲演出。

届时，演奏家们除了
现场演奏经典曲目外，还

将演奏《我的祖国》《梁
祝》等中国曲目。

目前，福山剧院已开
票的演出有12月23-24日
儿童剧《猪猪侠之仙豆传
奇》、12月25日的《2018福
山新年音乐会保加利亚
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
12月29日的《2018迎新春
红色经典名家名段演唱
会》、2018年1月9日市民
音乐会《春夏秋冬·桃花
源——— 丁雪儿古筝独奏
音乐会》。关注“烟台福山
剧院”“烟台大剧院”微信
公众号，购票更有九五折
优惠，订票电话6605566、
6615566

福福山山首首场场新新年年音音乐乐会会2255日日奏奏响响
保加利亚国家交响乐团担纲演出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开开展展党党员员““双双管管双双责责””活活动动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12月13日，记者从毓璜顶
医院获悉，经过两年多的筹备，
12月8日至10日毓璜顶医院检
验科顺利通过CNAS专家的现
场评审。这标志着该院医学检
验中心已具备了对ISO15189国
际标准执行与管理、检验技术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水平，迈
进了国际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实
验室的行列。

“此次顺利通过，标志着毓
璜顶医院成为整个胶东地区首
家通过ISO15189认可的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获得认可项目118
项，也是山东省内认可项目最
多的医院。”毓璜顶医院医学检
验科主任孙成铭称，此次现场
评审共有118个项目检测能力
通过国际认可，患者以后持该
院的检验结果到其他地方就诊
不用再做重复检查了。

多项技术达国内先进

水平

毓璜顶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陈世峰介绍说，毓璜顶医院检
验科是山东省和烟台市临床重
点专科、烟台市临床检验中心、
烟台市临床检验中心。现有工

作人员116名、共9个专业组、开
展检验项目700余项，固定资产
过亿元，拥有多项国内先进设
备。“我们的目标是以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为依托，打造国内一
流、医教研一体的临床检验医
学中心，以高精尖技术项目覆
盖整个胶东地区。”孙成铭告诉
记者，目前该院检验科可开展
肿瘤相关基因检测、无创产前
DNA检测、细胞遗传学诊断、自
身抗体检验、FISH(荧光原位
杂交)、生物芯片基因检测、细
针针吸细胞学诊断等特色检验
项目。其中，感染性疾病基因诊
断技术、药物基因检测技术、肿
瘤相关基因检测、无创产前
DNA检测、生物芯片基因检测
等处于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
此外，毓璜顶医院还成为国家
和省发改委首批“山东省基因
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建
设单位之一。

一次性通过ISO15189

实验室现场评审

为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目前国内不少地方医院之间
都在积极开展“检验结果互
认”“一单通”。但要结果互
认，前提是必须实验室间互

认，而实验室互认的基础是
实验室间建立相同的质量管
理体系。

ISO15189《医学实验室质
量和能力的专用要求》中，对医
学实验室的“质量”和“能力”有
全面严格的要求，覆盖检验前、
检验中、检验后全过程。质量重
要体现就在如何保证检验结果
的一致性及报告的准确性，并
且具有可重复性及可溯源性，
这就要求实验室达到标准化、
规范化。

2016年1月1日毓璜顶医院
检验科开始进行ISO15189实验
室质量管理体系认可。两年以
来，该科室先后通过加强组织
管理、质量管理、人员管理与培
训，强化设施、环境的改善与改
造等方式，实现了实验室检测
标准化、报告流程信息化、仪器
设备自动化和诊疗实现个体
化。

“用国际标准规范质量管
理，作为实验室互认的基础，更
好服务大众。同时通过这次评
审也能提升员工的素质，用更
准确高效的检验质量提升医院
信誉。”孙成铭告诉记者，12月8
至10日，经过三天的现场检查
和考核，毓璜顶医院检验科一
次性顺利通过CNAS专家的现
场评审。

患者手持检验单可在

世界范围内远程会诊

“今后这份检验单可在世
界范围内通用。”毓璜顶医院检
验科副主任吴金英称，报告流
程信息化可让患者在提交检验
后12小时内通过毓璜顶医院的
APP在家查询结果，省去了来
回 跑 腿 的 麻 烦 ，而 通 过
ISO15189实验室认可后，“一单
通”患者日后就医再也不用重
复检测了。

孙成铭告诉记者，毓璜顶
医院检验技术水平与国际接

轨，检验单畅行无阻。检验医学
中心的质量管理水平得到国际
同行认可 ,将在认可的范围内
使用CNAS实验室认可标志。患
者可以拿着有ISO15189标志的
检验单进行世界范围的远程会
诊。

孙成铭说，作为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今后毓璜顶医院将
会有力促进医院医联体建设，
不断满足来自于基层医院的临
床和患者的需求，提供更准确、
高效、合法的实验室报告，报告
单国际互认，进一步发挥区域
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规范
接收外院检验检查。

毓璜顶医院检验中心通过ISO15189实验室认可，为胶东三甲医院首家

111188个个项项目目检检验验单单可可““一一单单通通””，，不不用用重重复复检检查查

CNAS专家在毓璜顶医院临床科室检查。 通讯员供图

男子落水，危急时刻，招远一中体育老师高德全跳入水中将人救起

招招远远教教师师获获评评见见义义勇勇为为先先进进个个人人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王婧) 14日，
记者从烟台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获悉，14日，市综治办、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到招远隆重表彰见
义勇为先进个人——— 招远一中
体育教师高德全。招远市委政
法委、招远市教体局、招远一中
等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了
仪式。

现场，烟台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和烟台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授予高德全“烟台市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并和
招远市综治办分别颁发见义勇
为奖金5000元。

据烟台市见义勇为基金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8月25
日下午5点左右，高德全一家三
口在龙湖公园游玩时，发现一
名男子落水，在危急时刻，高德

全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将
因为惊吓过度已经浑身僵硬的
落水男子暂时拖到湖边露出一
部分的水管上。在水中一边给
他按摩一边交流，缓解男子紧
张情绪。过了15分钟左右，男子
情绪逐渐稳定，后在大家的帮
助下，落水男子成功获救。

烟台市综治办负责人在表
彰仪式上对高德全老师的行为
给予了大力赞扬，他表示高德
全同志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他
的见义勇为、见义智为义举，体
现了社会的正能量，同时希望
大家能够学习高德全老师路见
危难敢于出手和危急时刻见义
智为的优秀品质，使见义勇为
行为在烟台大地蔚然成风。

据了解，日前，市委政法
委、市综治委、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主办了“正气烟台”第二届见

义勇为颁奖典礼。
典礼以“正气烟台”为主

题，采取颁奖与文艺节目演出、
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群体)和爱
心企业事迹短片播放、先进个
人现场访谈等穿插进行的形
式，分三轮表彰了勇救外卖小
哥的白衣天使刘赟等9名见义
勇为先进个人，蓬莱市仙境救
援队等2个见义勇为先进群体，
烟台港集团等8家支持见义勇
为事业的爱心企业。

活动中，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和全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先进群体及爱心企业向全社会
发出倡议，倡议“全社会积极行
动起来，支持见义勇为事业，倡
导见义勇为行为，关爱见义勇
为英雄，为建设法治平安和谐
烟台及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贡
献一份力量！”

第第五五届届山山东东—央央企企经经贸贸合合作作对对接接会会

在在烟烟台台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本报12月14日讯(记者
赵玲玲 通讯员 王兆鹏
张鲁滨) 14日，记者从烟台
市商务局获悉，第五届山
东—央企经贸合作对接会在
烟台市举办，对接会由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山东省

商务厅主办，烟台市商务局
承办。烟台市人民政府与中
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五个合作项目
签约，同时还举办了山东企
业与央企和金融机构对接洽
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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