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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智智慧慧税税务务综综合合体体””明明天天启启用用
推出国内最快24小时退税(费)等服务产品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孙
晓玮 通讯员 宋书超) 4月
29日，记者从烟台市税务局获
悉，5月1日，烟台“智慧办税服
务厅”将建成启用，这标志着烟
台“智慧税务综合体”(以下简
称“烟台智税”)正式运转，以

“一厅九中心”为架构的“智慧
税务综合体”设计全国领先。

据了解，智慧办税服务厅
推出入口人脸核验、智能导税
分流、云桌面办税区、移动办税
体验、VR虚拟体验、自助办税
终端、全息影像体验等七项服

务产品，为纳税人提供多元化
的办税渠道、全天候的办税服
务、零接触的涉税咨询、全景式
的办税体验，办税智能化程度
达到当前国内一流水平。

智慧办税服务厅是烟台市
税务局打造“智慧税务综合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一体带
动、两翼齐飞”的总体思路，烟台
市税务局以智慧税务建设为牵
引，加快推进风险管理专业化和
智慧办税便利化，全面引入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等
前沿科技，围绕税收监管和纳税

服务两大核心业务，建设十大功
能区块，简称为“一厅九中心”。
除智慧办税服务厅外，另有九个
后台服务管理运营中心，即监控
指挥中心、远程视频服务中心、
税邮寄递中心、一体化退税(费)
中心、12366咨询服务中心、风险
管理中心、执法管理中心、稽查
办案中心和辅导培训中心。

十大功能区块依托自主研
发的“税云监控指挥系统”，形
成开放式物联体系架构。监控
指挥中心是“烟台智税”核心运
行中枢和业务“大脑”，具有可

视化监控、体征监测、信息研
判、调度指挥、执行反馈5项功
能。远程视频服务中心、税邮寄
递中心、12366咨询服务中心、
一体化退税(费)中心、辅导培训
中心深度融合“互联网+服务”，
形成“小前台大中台”的服务新
格局，推出国内最快24小时退
税(费)、“一键呼叫”远程视频咨
询、税邮共建征纳物流平台等
服务产品，让纳税人最简、最
快、最好办理涉税事务。风险管
理中心、执法管理中心和稽查
办案中心健全完善税收监管体

系，突出管理风险、执法风险、
遵从风险、廉政风险“四险联
防”，探索形成以体征监测为基
础、“四险联防”为重点、靶向治
理为手段的“烟台方案”。

随着后续硬件建设全面投
入使用，各项运行机制不断完
善，烟台市税务局致力于将“智
慧税务综合体”打造成为烟台
市智慧政务建设的典范，为烟
台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助力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烟台整治“挂证”全面铺开

11999999人人次次注注销销二二级级建建造造师师
本报4月29日讯 (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陈雯 单
洁冰 ) 按照住建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
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等文
件要求，烟台市住建局开展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证书违规“挂证”专
项治理工作。

由于申请办理二级注册建
造师注销业务量大，时限要求
紧迫，烟台市住建局窗口自接
到通知以来，为企业和个人开
通绿色通道和预约服务，两名
具体负责该业务的同志每日延
时服务至晚9点，周末不休，截

至4月25日，共办结二级注册建
造师注销业务1999人次。

通过本次清理违规“挂
证”专项整治工作，极大程度
减少了各类执业资格注册人
员“挂证”现象，对维护烟台市
行业市场正常秩序，推进市场
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五一”前新增多个换乘中心

公公路路、、铁铁路路、、民民航航等等实实现现““零零距距离离换换乘乘””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史秀峰 李
秀丽) 4月29日，记者从烟台
汽车总站获悉，为满足人民群
众对高品质出行服务的新需
求，实现公路、铁路、民航、港
口无缝对接，烟台交运集团在
运营烟台国际机场巴士的基
础上，“五一”前夕新增烟台火
车站、城际铁路烟台南站，蓬
长客港旅客换乘中心，打通客
运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

“零距离换乘”。
据介绍，烟台火车站旅客

换乘中心位于火车站出站大
厅内，主要为火车站到达旅客
提供汽车客票、机场巴士、旅

游咨询等服务项目；城际铁路
烟台南站换乘中心位于烟台
南站站前广场，运营烟台机场
巴士、蓬莱旅游专线，提供定
制客运、旅游咨询、景点门票
销售、住宿预订等服务项目；
蓬长客港旅客换乘中心位于
蓬长客港出港通道处，主要为
到达码头的旅客提供汽车客
票、机场巴士、旅游咨询、住宿
预订等服务项目，配合蓬莱汽
车站免费接驳车，实现码头到
车站、景区、停车场、宾馆等零
距离换乘。

据烟台汽车总站工作人
员介绍，多项便民服务举措，
将为市民节日出行提供极大

的便利。“五一”小长假，烟台
交运准备了100余部机动运力
参加节日运输，参加节日运输
的车辆全部进行严格的车辆
安全技术状况检查，保障旅客
节日期间安全、便捷出行。在
节日期间，烟台汽车总站还将
根据预售票情况，及时增开去
往临沂、济南、潍坊、日照、东
营、滨州、莱芜、沂源等地的加
班班车，为市民的出行提供运
力保障。

同时，“五一”期间机场
巴士配合夏季航空时刻表调
整发车时间，加密班次，全力
保障陆空零距离换乘运输服
务。

烟烟台台平平安安人人寿寿开开展展
22001199““客客服服节节””少少儿儿急急救救知知识识培培训训

为了将安全急救知识融
入日常生活，培养公众对于家
庭安全隐患的危机意识，2019
年第24届烟台平安人寿客服
节“平安行动”再次出发，本次
客服节将以线上线下活动为
载体，旨在加强家庭在儿童安
全教育方面的意识和行动力，
同时帮助孩子提升安全自护
技能。

4月20日，烟台平安人寿在
客服中心智享门店举办“少儿
急救知识培训”，保险代理人热
情邀请客户参与。活动伊始，烟
台平安人寿客户服务部相关领
导向参与活动的各位客户家长
简要介绍了活动情况，希望通
过本次培训让家长更加重视少
儿安全，帮助孩子掌握实用有
效的安全急救知识。

培训邀请到烟台平安人
寿医务室大夫为大家讲解少
儿安全急救知识，以应急救护
为切入点，详细介绍了什么是
应急救护以及应急救护的措
施。

小客户们认真听讲、积极
参与互动的同时，小客户家长
们也一直用手机记录培训内
容，大家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急
救知识培训中。

通过这次培训，小客户们
不仅掌握了紧急救护的正确
方法，还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
弱和提高危险防范意识的重
要性。相信以后大家在遇到紧
急情况时既有自信又有能力
应对突发紧急状况，采取恰当
的急救措施，有效降低意外伤
害。

减少1/3放射性药物注射

最最新新型型PPEETT--CCTT落落户户烟烟台台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曲

彦霖 实习生 王旭东 通讯
员 李成修 李凌峰) 每个
检查床位耗时仅需1 . 5分钟，一
次检查就可以完成全身显像，
日前，国内临床应用中最高端、
最先进的PET-CT在烟台毓璜
顶医院正式启用，为广大患者
带来福音。

近年来，肿瘤疾病高发并
逐年递增，数据显示，如果在早
期或癌变之前发现肿瘤，多数
肿瘤的早期治愈率可达90%，由
此可见，对肿瘤的早期筛查及
良、恶性的判断尤为重要。

PET-CT就像是一台“肿
瘤探测仪”。肿瘤早期症状不
明显，却难逃PET-CT“法眼”。
肿瘤细胞代谢活跃，在进行
PET-CT检查前，注射带有氟
标记的脱氧葡萄糖，病变区域

就会在图像上形成明显的“光
点”，因此在肿瘤早期尚未产
生解剖结构变化前，通过PET
-CT检查即能发现隐匿的微小
病灶。

PET-CT的出现是医学影
像学的又一次革命，具有灵敏、
准确、特异及定位精确等特点，
可一目了然地了解全身整体状
况，达到早期发现病灶和诊断
疾病的目的，受到了医学界的
公认和广泛关注，堪称“现代医
学高科技之冠”。烟台毓璜顶医
院在2005年便引进了烟威地区
首台PET-CT，已完成1 . 2万次
检查。为提升治疗手段、惠及更
多患者，2019年1月28日，烟台毓
璜顶医院又启用了国内首台
GE公司Discovery710Clarity型号
的PET-CT，据悉该机型是目
前国内临床应用中最高端、最

先进的PET-CT。
据烟台毓璜顶医院核医学

科主任李善春介绍，相较旧机
型，新型PET-CT检查扫描速
度更快，缩短了近一半的检查
时间，目前每个检查床位耗时
仅需1 . 5分钟；图像更清晰，新
机型创新性地实现了超级25次
迭代技术，突破了传统机型在
信噪比提升方面的技术瓶颈，
拍出来的图像质量更好，“主
体”更加清晰和突出。

对于大家最关心也是最担
心的辐射问题，李善春主任告
诉记者，“患者在减少三分之一
放射性药物注射剂量的情况下
就能获得清晰的检查图像。”整
个检查过程安全、无痛苦，一次
显像能获得患者的全身图像，
可以一目了然了解患者的全身
状况。

同时新型PET—CT临床
应用更广泛，不仅可以对肿瘤
进行早期诊断及分期、鉴别肿
瘤有无复发、指导肿瘤的治疗
方案和评价疗效、癫痫灶的定
位等，还能为临床提供心肌代
谢显像，有助于了解冠心病严
重程度、心肌活性及对心脏手
术疗效进行评价，对脑和心脏
等领域重大疾病的早期发现和
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虽然单一的检查费用略
高，但PET-CT可早期发现肿
瘤，一次检查就可准确判断大
多数肿瘤的良恶性、是否有转
移，避免了多种检查延误疾病
诊断或者制定错误的治疗方
案；可准确对于肿瘤进行分
期，评价治疗效果，减少不必
要的治疗方法和剂量；能准确
判定肿瘤治疗后的肿瘤复发，

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放化疗和
住院。

专家指出，PET-CT检查
适用于工作压力大的社会精
英，做防癌检查可排除重大隐
疾；具有长期慢性病史的人群
定期进行检查可以排除病情
加重及并发症；肿瘤家族史人
群要特别注意，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定期进行防癌筛查
很必要；还有具有不良生活习
惯人群，如果出现了身体异
样，一定不能大意，通过准确
的检查诊断，能够降低肿瘤的
发生概率，早发现，早治疗。

新型PET-CT的引进将极
大地提高毓璜顶医院的诊疗水
平，推动医院朝着“精准医疗”
方向发展，也将惠及烟台市乃
至整个烟威地区更多的患者，
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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