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加速质量强市建设实现“加速跑”

去去年年2200个个产产品品被被认认定定为为山山东东名名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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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钟
建军) 1月30日上午9时，烟台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莱山
区海悦大厦召开全市质量强市
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烟台市质监局局长
王文锋介绍称，2017年，烟台围
绕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这一主线，在创新质量工作机
制，优化质量发展环境，推进质
量共建共享几方面用力，质量
强市建设实现“加速跑”。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质
量工作，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
范城市以及标准化、品牌建设

等工作纳入市政府工作报告。
烟台培育形成了一批知名

品牌。“烟台葡萄酒”“烟台苹
果”两种产品进入“中欧100+
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公示名
单。20个产品被认定为2017年度
山东名牌，12个服务项目被认
定为2 0 1 7年度山东省服务名
牌。截至2017年底，全市共有180
个山东名牌产品 ,位列全省第
三 , 53个服务名牌 ,位列全省第
二。蓬莱葡萄酒成为创建山东
省优质产品生产基地，蓬莱阁
管理处获得“全国旅游服务质
量标杆培育试点单位”称号。根

据山东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组织
的2017年品牌价值评价结果，
烟台市万华、鲁花、张裕、南山、
中粮长城5家企业总价值达到
1312 . 65亿元，占发布的山东省
企业品牌总价值30% 。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
要求开展市级监督抽查。烟
台共抽检1 3 5 0家企业1 6 6 4批
次产品，合格1624批次，合格
率达到97 . 6 %。开展“质检利
剑”行动，查处案件 3 3起，受
理各类举报和质量申诉 8 2 6
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7 . 7万元。此外，实行特种设

备分级管理，建立144个基层
监管网格，查处整改事故隐
患5 7 6 0余处，确保了全市8 . 8
万台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公
告注销300余台10蒸吨及以下
燃煤锅炉。

2017年，烟台首次对技术
指标达到先进水平、有利于
促进全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的87个标准项目给予727万元
资助奖励。全市“标准化+”行
动和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
持续推进，各行各业加速向
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高端
攀升。截至目前，全市共参与

制修订453项国家标准、543项
行业标准和 2 8 2项省地方标
准，参与制订完成了2项ISO、
1项ASTM国际标准，特别是
孚信达双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开创了我市中小企业参与国
际标准制订的先河，万华集
团成为全省首批8家标准“领
跑者”试点单位之一。全市共
创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
区 2 6个、省级示范区 4个，国
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 4
个、省级 4 6个，形成了农业、
服务业与工业标准化齐头并
进的良好态势。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孙
淑玉) 给孩子们多准备了礼
物，还现场为想做医生的孩子
们答疑，29日下午毓璜顶医院
医护人员赶到扬帆助学工艺发
展中心基地，为15个孩子送去
了心愿礼物。白衣天使们真挚
的话语也打动着孩子，离别之
际孩子们依依不舍。送出礼物
之外，还有医护人员想长期资
助孩子上学并为孩子送出生日
礼物。

“想当医生，现在就一定要
好好学习。”爸爸患癌症去世，
妈妈为股骨头坏死折磨，五年
级的小龙对医学格外关注，小
小的他立志长大成为一名医
生，想亲自为妈妈“操刀”手术。
毓璜顶医院医护人员的到来，
给他提供了问询的机会，长期
从电视中关注骨科发展的他就
3D打印技术、股骨头置换等问
题详细进行了询问。

毓璜顶医院中区手术室团
支部集体认领了小诺的心愿礼

物，挨本购置了小诺想要的书
籍后，毓璜顶医院中区手术室
团支部的医护人员还特意多选
了一套书、一件羽绒服和一个
新书包送给他做新年礼物。从
中区手术室护士长于飞飞手中
接过丰厚的礼物，羞涩的小诺
连连道谢。

此前曾长期资助莱阳、福
山两个孩子上学，看到本报的
报道后，毓璜顶医院肝胆外二
科主任孙世杰在认领栖霞小鸿
的礼物之外，还承诺愿意长期
资助这个孩子上学。

尽管因为工作原因，部分
白衣天使未能到现场与孩子们
见面，但他们精心准备了贺卡，
为这些孩子们加油鼓劲。

孩子们之间更容易沟通和
互相打动，白衣天使们准备礼
物之外，其家中的孩子们也加
入爱心行列。记者注意到，钟宜
霖小朋友特意手写卡片祝小希
姐姐“在新的一年开心、快乐！
全家团圆幸福”。

本报“新年心愿”大型公益
活动倡议发出后，烟台毓璜顶
医院慈善义工管理中心立即响
应，并迅速组织医护人员认领
心愿礼物。

“真心感谢有这样的平台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礼物送
出后，不少认领礼物的白衣天
使们称今后愿意长期关注公
益，为更多有需要的人送去温
暖。

此次毓璜顶医院集体认领
了20份心愿礼物，除黄务的15

个孩子外，另外五份礼物本报
近期将联合志愿者们逐一送
出。除心愿礼物外，这批孩子还
将收到由烟台鼎翔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准备的米面油。

截至目前，本报和齐鲁壹
点刊出的120个孩子心愿礼物

已全部被认领完毕，陆续，本报
将联合公益团队尽早将孩子们
的礼物送到。临近春节，快递公
司陆续停运，如果您已经认领
了孩子们的心愿礼物，请尽早
购买并寄出，以便孩子们早日
收到礼物。

1155份份心心愿愿礼礼物物送送到到孩孩子子们们手手中中
暖心白衣天使除了送礼物，还愿意长期资助孩子们完成学业

从本报看到孩子们的小小
心愿后，烟台鼎翔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负责人沙剑当即决定认
捐30份米面油，为这些新年心
愿家庭送上爱心年货礼包。听
说部分孩子生活条件有限，沙
剑还为6名孩子送出过年红包。

爸爸离家多年已联系不
上，妈妈患有脑瘫行动不便，8
岁的小宇和妈妈跟随姥姥、姥
爷生活。姥爷身体不好，姥姥做
环卫工的收入是一家人的主要
来源，除此之外只靠着每月的
低保和妈妈的残疾补贴维持。
但懂事的小宇从没抱怨，在她
眼里妈妈是最美的人。

29日，沙剑一行跟随扬帆
助学公益发展中心志愿者来到
小宇家中，为其送上了米面油
和提前备好的500元红包。此前，
烟台金凯利化工有限公司捐出
12000元善款认领30个孩子的心
愿礼物，小宇的粉色衣服也在
其列，也一并送到了小宇手中。

“这个五彩绳送给你，我和

妈妈提前做好的。”受到好心人
的关爱，小宇和妈妈无以表达
感激之情，将提前做好的五彩
绳送到了沙剑手中，并祝福这
位好心的叔叔新年快乐。志愿
者一行离开时，小宇坚持到门
口送送，久久不愿回去。

被小宇的懂事和其生活环
境打动，在送出500元过年红包

外，沙剑当即决定再送出1000
元善款帮这家人过好年。

“这样情况确实属实、有需要
的家庭我们多帮一点是应该的。”
沙剑说，今后他将继续关注公益
事业，竭力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也
愿意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践行公
益，为更多人送去温暖。

本报记者 孙淑玉

花絮

收到五彩绳 爱心人为懂事孩子再包大红包

收到自行车后小锦笑得很开心，她说可以带弟弟出去玩了。 通讯员 李凌峰 摄

爱心认领榜

爱心企业一次性认
领18个孩子心愿
愿长期资助孩子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杜晓丹) 看到本报关于新
年心愿的报道后，近日，烟
台八块八外卖连锁餐饮致
电本报认领了1 8个孩子的
心愿。

烟台八块八外卖连锁餐
饮创始人杜兆杰称，他是一
个1岁孩子的父亲，看到《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上关于孩
子们的报道触动了他，决定
为孩子们做些事情，帮他们
圆梦。

杜兆杰说，接下来，他们
希望通过义工组织联系到需
要长期资助的孩子，尽他们
所能，让孩子们完成学业，通
过学习改变命运。

旺角小渔村酒店为
16名孩子备齐礼物

本报1月30日讯(记者
张菁) 烟台旺角小渔村酒
店一次性认领了16名孩子的
新年心愿。不仅如此，旺角小
渔村酒店还为每个孩子准备
了新年的压岁红包，希望能
给孩子们送去更多的温暖。

“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
候家里条件也不好，所以我
特别心疼这些孩子，希望通
过参与这样有温度的活动，
帮助到更多的人。”旺角小渔
村董事长初兆广说，“许多孩
子的心愿，都是为家中的长
辈添置衣物等，完全没有提
及自己，这让我特别感动又
想再做点什么。”他在给孩子
们备好礼物后，又给16个孩
子每人准备了一个百元的红
包，希望孩子们能快快乐乐
过个好年。

1月29日，烟台鼎翔机械施工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剑及其员工将30份米

面油送到扬帆助学公益发展中心，发给“新年心愿”的小朋友。 本报记者

杜晓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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