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行侠客”，他们跑
步、骑行、健步走，用健康的运动方式，活出了生活
的新态度。

为了给广大市民提供更加完善、优美的健身
活动场所，今年莱阳市建设局结合蚬河十里绿廊
建设，实施了蚬河两岸景观提升工程(龙门路-富
山路)，首次为市民建起了专用的运动健身步道。

目前，蚬河两侧沿河运动步道铺装工程全部
结束，蚬河西侧铺设透水混凝土1700米，东侧铺设
透水混凝土2000米，园路总铺装面积达到4200平方
米。在进行园路修缮铺装同时，还同步实施综合配
套工程，进一步丰富沿线苗木植被，增加更替照明
设施，从而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美、更加人性、
更加完善的运动环境，让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逐
步变成现实。

今年莱阳市建设局实施的蚬河两岸景观提升
工程，不仅将大幅提高蚬河两岸景观绿化美化水
平，而且还在原有园路的基础上，创新增加了一条
专用慢跑道，这条慢跑道将与正在修建的体育公
园无缝衔接，形成一条长约2 . 5公里的完整的运动
长廊。届时，市民可以一边运动健身，一边欣赏莱
阳最美的十里绿化长廊，身心俱健，共享美好。

通讯员：杨斌 陈佳烨

莱阳：建成专用步道供市民健身

5月7日是第21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是“全
程管理 控制哮喘”。为更好地宣传普及防治哮喘
知识，营造关注哮喘病防治的氛围，烟台市莱阳中
心医院在门诊一楼大厅举办了“世界哮喘日”大型
义诊宣教活动。

此次活动由医院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联合举
办，通过哮喘知识宣传讲解、过敏源检测、现场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对患者进行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
了解哮喘。吴爱芳主任带领科室业务骨干和护理人
员向前来咨询的市民重点讲解了哮喘产生的原因
及预防措施，对因过敏、微生物感染、过度劳累等引
起的哮喘进行了针对性的答疑解惑，使广大患者进
一步了解了哮喘的预防和治疗等相关知识，并且免
费为疑似患者进行肺功能检测。

此次活动，共为100多人提供健康咨询，为20多
人提供免费肺功能检测，发放健康教育处方100余
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
评。 (董明慧 初金一)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举办世界哮喘日大型义诊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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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警警公公布布44月月份份培培训训质质量量统统计计排排名名
招远咏成、烟台交运、烟台烟大、莱州祥安、烟台新桥总分排名前五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烟交宣) 5月
14日，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支队获悉，4月份烟台
各驾校培训质量统计排名出
炉，总分前五名的驾校依次为
招远咏成、烟台交运、烟台烟
大、莱州祥安、烟台新桥。

据交警支队驾管所民警
介绍，近期又进入学车旺季，
新学员在选择驾校时除了考
虑方便等因素外，驾校培训质
量、知名度、考试通过率都是
重要考量因素。14日，交警支
队公布了4月份烟台各驾校培

训质量统计排名，排名前十位
的驾校依次是招远咏成、烟台
交运、烟台烟大、莱州祥安、烟
台新桥、烟台鲁大、恒通驾校、
烟台滨海、烟台捷通达、烟台
福莱。

据介绍，培训质量排名不
仅仅考核各科目通过率，还考
核驾校学员三年内驾龄驾驶
人交通违法和事故的多少，还
有投诉的多少。其中，考试合
格率得分占排名得分的70%，
计算方式为各科目合格人数
÷各科目考试总人数×70%。
违法得分占排名得分的10%，

计算方式为(1-3年内驾龄驾驶
人交通违法率)×10。事故得分
占排名得分的10%，计算方式
为(1-3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事
故率)×10。投诉得分占排名得
分的10%，得分为10减有效投
诉笔数。

烟烟台台首首届届““建建行行家家装装节节””来来啦啦！！
为满足广大用户对装修

资金的需求，建行烟台分行将
于5月18日在全市范围内举办

“烟台首届建行家装节”大型
装修分期活动。

建设银行龙卡装修分期，
分期额度最高达50万元，分期
期限最长5年。建行家装节当
天，建设银行将在全市范围内
执行装修分期专享优惠费率，
活动结束后则恢复正常费率。

建行烟台分行信用卡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5月18日家
装节活动期间，建行家装联盟
商户将向参与活动的客户提
供大幅优于普通客户的优惠，
比如振华家电满1000元送100
元代金券；富尔玛家居满5000
减100、满10000减300；红星美
凯龙享开单金额5%返现，嘉禾
乐天黄务、开发区店满5000减
100，最高可减1000元等多种优
惠形式(具体优惠信息请咨询
各联盟商家门店)。

烟烟台台市市纤纤检检所所荣荣获获

““22001188棉棉花花年年度度赴赴疆疆公公检检先先进进集集体体””称称号号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王深 ) 近
日，山东省纤维检验局发布通
报，授予烟台市纤维检验所、
济宁市纤维检验所“2018年棉

花年度赴疆公检先进集体”称
号，授予烟台市纤维检验所刘
志 涛 、贾 荣 利 等 1 1 名 同 志

“2018棉花年度赴疆公检先进
个人”称号。

特检快讯

开展主题学习

近日，按照《关于开展向
冷晓燕、衣元良同志学习的
通知》要求，烟台市特检院栖
霞工作站结合本站实际，采
取多种切实可行有效措施，
认真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开展学习冷晓燕和衣元良同
志典型先进事迹的系列活
动，切实提高工作站党员干

部职工为民服务意识。(通讯
员 金鹏)

增强团队意识,凝神聚力

为突出学习效果，强化先
进示范带动作用，利用身边的
人和事提高认知力和感染力，
增强团队意识，凝神聚力。近
期，烟台市特检院组织党员干
部集体观看了微电影《衣家村
的路》。(通讯员 金鹏)

烟烟台台市市口口腔腔医医院院莱莱山山分分院院走走进进厚厚安安社社区区

专专家家为为市市民民送送““口口腔腔健健康康””义义诊诊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吴静 )

“阿姨，您的牙问题可不小，
剩下的这些牙也已经松动
了，以后可得注意了，要定期
做口腔检查，牙好胃口就好，
身体才能健康。”烟台市口腔
医院莱山分院的韩金宏医生
一边给老人做检查，一边嘱
咐。近日，为了进一步普及口
腔卫生知识，强化老年人对
口腔卫生的关注，烟台市口
腔医院莱山分院的医生走进
烟台厚安社区，举办了以“维
护口腔健康，绽放自信笑容”
为主题的健康讲座及义诊活
动，给老人们送去口腔健康
知识与关爱。

在活动中，医生对老年人
经常会遇到的牙周病、牙龈出
血、以及如何预防与治疗进行
了详细的讲解，嘱咐老人们要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定期去
医院进行口腔检查。

下午，烟台市口腔医院莱
山分院医护人员一行人来到
了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心，为
这里的老人和服务人员进行
义诊。平安社区义工服务队的
义工们也到现场帮忙，给老人
们带去温暖和关爱。

本次活动不仅普及了口
腔健康知识，传播了口腔健康
理念，还增强了老年人口腔保
健意识。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
好评。

烟烟台台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创创伤伤救救治治和和糖糖尿尿病病足足防防治治工工作作再再上上新新台台阶阶

名名楼楼讲讲解解员员培培训训班班开开班班
十六大名楼讲解员齐聚蓬莱阁

本报5月15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杨雯 )
2019中国历史文化名楼讲解
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将于 5月
1 6日上午，在人间仙境蓬莱
阁举行，中国文物学会历史
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
及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
等国内十六大名楼的相关
领 导 、讲 解 员 近 百 人 将 出
席，各历史文化名楼的讲解
员将在蓬莱阁进行为期 4天

的集中培训。
此次培训，蓬莱阁景区

管理处高度重视，安排国家
文旅部“名导进课堂工程”师
资库成员范丽、全国优秀讲
解员修琳琳、国家万名英才
金牌导游员吴珍、山东省优
秀讲解员宫玉皎等蓬莱阁讲
解员队伍精英人才，与各名
楼讲解员进行经验介绍和交
流。同时，蓬莱阁景区还专门
邀请国家高级导游、国家金

牌导游、中国首批全国优秀
导游、泰安市古籍文化研究
院副院长张娟走上名楼讲解
员培训讲坛，为讲解员们传
经送宝。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
升名楼讲解员的综合素质，
探索名楼讲解员培训、管理
新模式，推出名楼讲解员培
训交流新平台，促进名楼讲
解员队伍整体讲解水准的不
断提升。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吴静 通讯
员 李成修 马瑾) 近日，中
国创伤救治联盟、中国糖尿病
足病防治联盟与毓璜顶医院
签约并挂牌仪式在碧海大厦
成功举行。至此，烟台毓璜顶医
院成为山东省的“中国创伤救
治联盟创伤救治中心建设单
位”和“中国糖尿病足联盟糖尿
病足防治中心建设单位”。未
来，烟台市民将在创伤救治和
糖尿病足防治方面，享受到国
内先进水平的医疗服务。

5月11日上午8:30，签约与
授牌仪式开幕。会议由烟台毓
璜顶医院医务处处长王云强
主持，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长
高振利教授，烟台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领导陈立副主任，山东
省创伤救治联盟主席、山东省
骨科医院常务副院长周东生
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姜保国教授先后发表致辞。本

次活动由烟台毓璜顶医院主
办，中国糖尿病足联盟、中国
创救治联盟提供学术支持，足
踝工坊协办。

中国创伤救治联盟是国
家卫计委应急办公室指导下，
致力于创伤救治的流程再造，
通过规范化救治流程制度和
信息预警联动系统的研发，实
现院前、院内救治一体化和救
治时间的有效缩短；规范化人
员培训、创伤决策支持系统和
早期评估技术体系的建立及
专科救治规范的制定，实现了
创伤整体救治能力提高，有效
降低创伤患者死亡率和致残
率。会上，烟台毓璜顶医院正
式成为山东省“中国创伤救治
联盟创伤救治中心建设单
位”，将尽快完成“烟台创伤救
治中心”建成任务，尽快完善
烟威地区创伤救治的三级网
络，指导和帮助本地区兄弟医
院建成二级创伤救治中心和

救治点，最终实现烟威创伤救
治的无缝连接。

中国糖尿病足联盟由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糖尿病足治
疗中心牵头成立，联合一切有
志于糖尿病足防治领域的医
护工作者、相关人士及单位，
旨在加强糖尿病足的诊断、治
疗、预防、护理、康复相关研
究，加强专业人员间及医疗机
构的多学科协作和学术交流，
推动糖尿病足防治专业水平
的提高，共同为广大糖尿病足
患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作为中国糖尿病足联盟
的多学科学术交流系列活动
之一，本次会议围绕“糖尿病
足MDT诊疗技术”展开多学科
学术讲座，同时举办糖尿病足
MDT诊疗技术精品学习班，通
过横向骨搬运的手术技术演
示，结合经典病例讨论等多种
交流方式，向与会同道进行了
分享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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