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城事 2018年10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钟建军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工程清算公示

长安路绿化工程施工
(二标段)现已审计、竣工移
交完毕，现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日结
束。若相关单位或个人还存
在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未付
清的情况，请被拖欠单位或
个人在公示期内持相关凭
证到青岛柏高市政园林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投诉，
投诉电话：0532-86660266。

若未收到投诉，青岛柏
高市政园林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将在公示期满后按公
司制度办理工程项目清算
工作，过期不候。

青岛柏高市政园林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潮起芝罘湾·芝罘媒体行”采访团走进市、区两级重点建设项目

芝芝罘罘打打造造高高端端医医疗疗产产业业示示范范基基地地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丛

树晗 通讯员 李苏乘) 18
日下午，“潮起芝罘湾·芝罘媒
体行”采访团走进位于芝罘区
卧龙辖区内的市、区两级重点
建设项目——— 烟台宏远科技产
业中心项目现场。现场发现项
目1#厂房正在进行基础施工，3
#厂房、1#、2#机加工车间正在
进行一层框架施工，风机房已
完成框架施工，1#仓库正在进
行钢结构施工，办公楼及2#仓
库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通车
路以南，汽车南站以西，是烟台
市医药健康产业园核心组成部

分，主要建设以服务中心、科研
中心、孵化中心、研发车间、生
产车间、物流仓储等功能为一
体的医疗科技产业园。项目建
设周期为3年，总占地约300亩，
一期占地126亩，总投资4 . 5亿
元，总建筑面积5万平米，规划
建设创新研发中心、生产中试
基地、仓储物流中心、产业总控
中心等四大功能区。

该项目的投资主体为烟台
宏远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成
立于1 9 9 8年，目前拥有资产
1 . 65亿元、注册资本2000万元、
占地100亩、职工270余人，2012
年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2017年度完成销售收入为2亿
元，实现利税4300万元。宏远氧
业主营医用空气加压氧舱、气
压舱以及军用减压舱，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载人压力容器生产
企业，曾参与航天部门的模拟
返回舱研发制造、“蛟龙号”水
下观光潜艇氧舱部分设计、西
藏武警的便携式医疗加压舱制
造、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的移动
医用氧舱、海军用救生舱研发
等重点项目，为医用领域、国防
军工及隧道工程提供了有力的
保障。

项目现场，有关负责人介
绍，宏远科技产业中心项目建

成后将主要研发制造大型智能
氧舱和家庭氧舱，着力成为国
内一流的载人压力容器特色产
业链，计划增加就业岗位500余
个，年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年
利税2亿元，逐步打造集产品设
计、创新研发、智能制造等为一
体的全国性高端医疗产业示范
基地，稳步提升烟台市医疗设
备创新发展水平。

据悉，近年来，卧龙园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

“提升南部新城首位度、打造
价值中心”的目标，借势新旧
动能转换综合实验区，坚持把
项目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一号工程”，高点谋划、深入
推进。坚持“高标定位，统筹协
调、专项服务、破题推进”原
则，创新“集成”工作模式，导
入区级领导小组领导、“放管
服”改革成果共享、多部门政
策集约服务、重大事项联动四
项机制，实现政策精准对接、
政府精准服务，跨越式提升重
点项目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建立重点项目企业约谈机制，
每月组织企业负责人专题座
谈研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
分析研判问题不足，实现了全
部市区重点项目行稳致远、提
质增效的良好局面。

在“九九重阳
节”当天,蓬莱阁景
区管理处的团员青
年们来到蓬莱市第
一干休所,和老人们
一起开展歌舞联欢
活动并向他们送去
节日的祝福。

本报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朱
翠兰 摄影报道

““最最美美扶扶贫贫人人””代代表表座座谈谈会会召召开开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刘丹 通讯员 李世波)
近日，烟台市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最
美扶贫人”代表座谈会。20
名“最美扶贫人”代表参加
了座谈会，分享了对于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切身感
受。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
办主任尹鹏主持会议并讲

话，为“最美扶贫人”代表
颁奖。

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审定，确定80名“最美扶贫
人”，市第十纪检监察组派员
参加评选工作，对评选过程
及结果进行监督。10月12日，
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表扬2018年烟台市“最
美扶贫人”的决定》。

以以莱莱阳阳梨梨为为故故事事线线索索的的电电影影
《永永不不分分离离》在在莱莱阳阳开开拍拍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赵金阳) 10月17日，电影《永
不分离》新闻发布会在莱阳
举行。这是一部以莱阳梨为
故事线索的电影，由山东泰
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投资拍
摄，张旭升担任编剧，高海博
导演，预计拍摄周期一个月。
据介绍，该片拍摄制作完成
后，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

道和部分院线放映。
莱阳的文化底蕴丰厚，

梨、龙、拳三张名片向世界传
递了莱阳人的好客与热情，
电影《永不分离》讲述的也是
与莱阳梨种植发展有关的一
个励志而且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故事，该片取景将全部在
莱阳完成，新生代演员赵文
琪和赵毅等参演该部影片。

本报联合毓璜顶医院发起的“健康校园行”大型公益讲座走进牟平区实验小学

专专家家进进校校园园给给孩孩子子们们上上““健健康康课课””
本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孙淑玉 曲彦霖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 李海霞)
打喷嚏还有礼仪？感染埃博拉
病毒后有什么症状，又该如何
处理？发烧能否用冰袋进行处
理？生活中常见的感冒、发烧
等小病，其实也有很多问题要
注意。近日，本报联合毓璜顶
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专家走进
牟平区实验小学，为四年级
200余名孩子送去了有趣而实
用的健康课。

正值秋冬季流行性感冒
高发的季节，从最常见的打喷

嚏、咳嗽、发烧等症状入手，毓
璜顶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蒲增惠详细和孩子们分享了
感冒的不同分类，以及用药时
需要注意的问题。简单明了的
讲解配上生动活泼的图片，让
孩子们深受吸引，互动环节孩
子们纷纷举手参与，课堂气氛
十分热烈。

公共场合打喷嚏还得注意
礼仪？活动现场，蒲主任现场演
示打喷嚏的礼仪，让孩子们倍
感新奇，教室里迅速响起一阵
模拟喷嚏声。记者注意到，现场
的孩子们都分条缕析做了笔

记。认真听完讲座后，四年级五
班的曲广弘举手询问阿司匹林
的吃法，还有小朋友就埃博拉
病毒的症状和处理方式进行了
更详细的咨询。感冒时优先选
中成药还是西药，面对这个具
体而微的建议，蒲增惠主任都
一一作了解答。

蒲主任提醒孩子们，秋冬
流感高发应注意区分感冒类
型，如果没有发热症状可简单
吃些感冒药，多喝热汤、热水来
抵御。此外，她也建议孩子们平
时主动合理饮食、休息和运动
调节，增强自身免疫力。

精彩的讲座结束后，孩子
们依然恋恋不舍，有同学特意
在走廊处“截”住蒲主任继续交
流，学校老师也对此次活动给
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前“预约”
接下来的讲座。

此次活动是本报联合毓璜
顶医院、牟平区实验小学共同
举办。此类大型公益活动是由
本报联合毓璜顶医院宣传处协
调各科室专家共同发起，近期
还将陆续走进其他小学及企事
业单位开展意外伤害预防等相
关知识讲座，为更多人送去实
用有效的医疗健康知识。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强强化化反反违违章章管管理理
“有了作业现场反违章曝

光台，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显著提升，近期未发现违章及
不规范现象。”10月15日，国网
烟台供电公司安全督察人员来
到110千伏新桥站检修现场，检
查现场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严
格落实现场作业“十不干”等制
度要求，做好作业全过程安全
监督及管控，坚决杜绝各类违
章作业，将安全生产做到万无
一失。

当前正值电网秋检时期，
烟台电网共安排35千伏及以上

停电调度计划334项，其中220
千伏计划工作37项，35-110千
伏计划工作297项，其中存在五
级电网风险10项，六级电网风
险78项，七级电网风险56项。为
打造安全秋检，烟台供电公司
综合考虑检修、技改、基建等工
作任务，合理制订实施方案，严
格安全承载力量化分析、作业
现场“双勘察”、作业前三级风
险辨识管控，重点针对144项七
级及以上电网风险，逐项制定
完善预控措施，确保风险可控。

为打造平安秋检，烟台供

电公司强化作业现场反违章管
理，树立“违章就是事故”“违章
就是不尊重生命”的理念，按照

“四不放过”的原则，切实提高
“我要安全、我不违章”的意识
和自觉，强化“无违章员工、无
违章班组”创建，在基层班组设
立违章曝光台，反面抓反违章
考核实施细则落地，对员工习
惯性违章行为实行考核，严格
落实“曝光、重罚、联责、教育、
说清楚、一票否决”要求，严肃
违章考评审核。(通讯员 马学
利)

国国网网蓬蓬莱莱市市供供电电公公司司
持持续续发发力力扶扶贫贫攻攻坚坚

10月16日，国网蓬莱市
供电公司总经理王志忠与小
门家镇党委书记刘国振到扶
贫重点村——— 小门家镇时家
村开展走访工作，明确下一
步脱贫攻坚工作目标。

针对时家村村委提出的
用电方面的需求，国网蓬莱
市供电公司表示将给予大力

支持：一是在原来机井通电
工程已送电的基础上，向村
山地农田区域延伸架设农业
线路，解决村边果树的机井
灌溉用电距离过远的问题；
二是在村边新增1台变压器，
用于解决时家村居民用电以
及水库抽水灌溉的用电容量
不足问题。(通讯员 宋宇)

重重阳阳节节送送祝祝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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