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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7月6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张雪林) 7月6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
市城管局排水服务中心获悉，烟
台目前已进入汛期，据气象部门
预测，今年降雨量较往年整体偏
多。在当前复杂的气象条件和疫
情防控形势下，排水服务中心通
过智能化应用、开展防汛演练等，
不断提高防汛应对处置能力，确
保市区安全平稳度汛。

烟台市城管局排水服务中心
在套子湾污水处理厂、港站立交
桥雨水泵站等14处防汛区域安装
了14台自动雨量计，并开发了雨
量监测管理系统(手机APP)，涵

盖了气象信息、雨情查询、雨情地
图、雨情预警、台风预警、潮汐信
息等多方面内容。市区出现降雨
时，自动雨量计会将降雨量信息
实时传送到防汛队员手机APP
上，当在一定时间内降雨量达到
一定数值时，防汛队员会立即收
到报警信息。各部门根据各自防
汛区域内的实际降雨情况，及时
出动防汛队员和机械设备进行应
急抢险，有利于大大提高防汛应
急反应速度。

认真组织、扎实开展了应急
抢险泵车和真空自吸泵应急排水
演练、机动抢险队利用汽油抽水
机排水演练、利用发电机提河道

闸门演练等6项防汛应急演练。演
练现场贴近实战，所有参演队员
听从指挥、反应迅速、操作熟练，
全方位检验了防汛抢险应急预案
的可操作性，增强了防汛队员的
应急抢险能力，提升了防汛应急
抢险队伍的协同作战能力。

在雨情发生时，快速、有序、高
效地展开应对处置工作，截至目
前，共完成了9次防汛任务，出动防
汛队员389人次，各种机械设备50
余台次，打开雨水箅子2800余座，
及时清理淤泥及垃圾12 .5吨，由于
防汛出动及时，应对得当，基本没
有对市区道路交通造成影响，有
效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

下一步，烟台市城管局排水
服务中心将认真总结经验，及时
分析、研判防汛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不断完善防汛应急体系；持
续密切关注天气状况，特别是突
发性强降雨情况，确保在第一时
间准确部署，高效应对，防止造
成局部积水内涝；对积水点实施
动态管理，梳理、分析新增积涝
点情况，找准原因，制订措施，限
期整治；针对雨后排水设施因泥
沙、树叶等流入导致淤堵的现
象，及时进行清理疏通，确保下
场降雨来临前设施正常运行，充
分发挥排洪泄涝能力，保障市区
安全度汛。

用手机APP就能监测降雨情况
烟台排水中心全面提高防汛应急反应速度

这两处地方要停水
市民请提前做好准备

本报烟台7月6日讯(记者
张菁) 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从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获悉，烟台竹林南路和新世
界花园小区因工程施工，将影
响附近区域供水，请市民提前
做好准备，快来看看是否涉及
你家。

竹林南路7月6日停水。停
水性质：工程施工。

停水区域：因竹林南路管道
碰头工程，市自来水公司将于7
月6日21:30至7日5:00在万科御

龙山天玺2期门口处停水施工，
影响万科御龙山、万科御龙山天
玺2期、君临苑等处的供水。

新世界花园小区7月7日停
水。停水性质：工程施工。

停水区域：因新世界花园
小区管道碰头工程，市自来水
公司将于7月7日8:00至12:00在
新世界花园小区107号楼附近
停水施工，影响新世界花园小
区100号、101号、102号、105号、
106号、107号、108号、109号、
110号的供水。

从源头预防基层干部腐败
莱州郭家店镇建立村庄廉洁风险防控档案

本报7月6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侯俊琪) “村里公开栏和
微信群里都公示了每个村干部的廉
洁风险点清单，以后办事可以直接
按照岗位职责去找对应的村干部，
几张小小的清单，大大方便了老百
姓办事。”在郭家店镇涧里村，村民
们看着公示栏里内的廉洁风险点清
单乐呵呵地说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莱州市郭家店镇政府获悉，莱州
市郭家店镇自今年5月开始，分三
个阶段在全镇88个行政村开展村
级廉洁风险防控工作，建立村庄
廉洁风险防控档案，明确村级权
力红线，从源头上预防农村基层

干部腐败。
今年，郭家店镇要求所有村庄

两委干部、聘用妇女主任、财务人
员、综治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
任等工作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重点查找“三资”管理、重大事项决
策、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廉洁风
险点，对所排查出的廉洁风险点通
过集体研究，按照风险发生概率和
风险危害程度逐一确定风险等级
后登记汇总，在村庄内进行公示。
在本次排查中，本镇88个行政村共
排查出廉洁风险点1621个。

为确保村级廉洁风险防控工
作有效实施，镇党委成立村级廉
洁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了《郭家店镇关于深入推进农村
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
并召开村级廉洁风险点防控工作
动员会议，对村级廉洁风险点防
控工作进行业务培训。各村庄根
据查找出的廉洁风险点，深入剖
析风险点出现的原因及表现形
式，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防
控措施，实现“一风险点一措施”，
形成村庄廉洁风险防控档案。镇
纪委对各村庄廉洁风险防控工作
进行全面监督，对发现的可能引
发不廉洁行为或腐败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及早介入，做到早发
现、早提醒、早纠正，在源头上化
解廉洁风险。

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举办迎“七一”“我来讲党课”专题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9
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教育和激发党
员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6月19日下
午，烟台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党支部举办了迎“七一”

“我来讲党课”专题活动。中心
全体党员参加活动。

会上，中心党支部组织委
员牟卫伟为中心党员上了一
堂“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的专
题党课。通过专题党课，全体
党员干部深切感受到思想上
受洗礼、行动上受鼓舞，纷纷
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继续
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
极投身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事
业，努力提升检验检测技术水
平，切实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
全，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99周
年。

(通讯员 赵国鹏)

上周六区新建商品房销售1530套
牟平区连续三周销量最高

本报烟台7月6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夏成 常虹)
据烟台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
计，烟台六区上周(6 . 29-7 . 5)新
建商品房销售1530套。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售量
最高的是牟平区，销售366套。销量
排在前列的项目有中昂祥云府小
区成交108套,恒邦·金帝御景成交
53套,滟澜海岸小区成交18套。

莱山区次之，销售364套。销
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大郝家旧村

改造项目(滨湖万丽小区)C区成
交148套,华润中心成交35套,陈家
北侧B地块(烟台观山海项目)成
交28套。

福山区第三，销售312套。销
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万科城市
之光成交79套,瑞河新城住宅小
区成交5 9套 ,中海锦城成交5 9
套。

芝罘区销售232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上车门旧村改造
A、B地块项目成交60套,珠玑路以

西、珠玑中路两侧(原益丰灯芯绒
厂区)A2地块成交19套,德蚨家园
成交13套。

开发区销售150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辉盛岚海小区
成交32套，招商·西岸小区成交
19套,龙湖春江悦茗小区成交16
套。

高新区销售106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绿地德迈·珑璟
台成交19套 ,保利·爱尚海成交
18套,兴盛·铭仕城C1区成交14

套。
六区上周批准商品房预售许

可15个。其中芝罘区2个，为金地
浅山艺境B地块商业楼、万科御龙
山Y-10#商业楼。福山区1个，为
香缇熙岸6号商住楼。莱山区8个，
分别中海长安云锦小区5#、19#
商住楼,中海长安云锦小区8#住
宅楼,中海长安云锦小区6#、20#
商住楼,大郝家旧村改造项目(滨
湖万丽小区)C区31#、32#、35#住
宅楼,解家旧村改造项目(大栖地

小区)A区10#、12#住宅楼,解家
旧村改造项目(大栖地小区)A区
11#、14#住宅楼,解家旧村改造项
目(大栖地小区)A区13#、17#住
宅楼,解家旧村改造项目(大栖地
小区)A区28#、29#住宅楼。牟平
区3个，分别为浩岭湖温泉养生度
假中心B1、B2、B3商服楼，龙湖滟
澜海岸小区1#-3#、6#、11#、17#
住宅楼，凤凰琉璃海小区15#住宅
楼。开发区1个，为海信依云小区
50-52号住宅楼。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99
周年，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增
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实现
党组织优势互补，烟台市特种
设备检验研究院第三党支部深
入基层，走访潮水镇观里村党

支部，组织开展“支部结对共建
携手谋求发展”主题活动，共

同探讨、深入交流支部党建工
作，谋求支部建设新思路、新发
展、新台阶。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日前，烟台特检院莱州工
作站利用2天时间完成了大莱
龙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招远
市辛庄镇K450-25片施工用架

桥机(60 60)的监督检验工作，
实现了烟台市特检院莱州工作
站架桥机检验“零的突破”。

(通讯员 金鹏)

帮扶基层庆“七一” 致敬红色“挖井人”

莱州站架桥机检验实现“零的突破”

海狮首次现身
长岛海域

7月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宣传文化和
旅游部获悉，近日，北隍城乡渔民在北隍城山后村附近海域发现一只大型
海兽趴在岸边的礁石上，皮肤呈棕黄色，体长近两米，二百斤左右。经长岛
国家海洋公园管理中心与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专家确认，是
一只(北)海狮，海狮在中国海域很少见到，在长岛海域是首次见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杜晓丹 通讯员 聂英杰 肖娜 摄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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