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尊敬的中盛国际

海景酒店业主：

由烟台市中盛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的烟台中盛国际海

景酒店项目，已具备

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条

件，详情咨询：0535-

7 3 5 9 9 9 9 0 5 3 5 -

2642999，如逾期办理

者，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烟台市中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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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投投入入11 .. 44亿亿资资金金抗抗旱旱
全市122.8万亩农作物受旱，已累计浇灌农田260万亩次、果树130.5万亩次

本报 7月 2 5日讯 (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徐晓静) 记
者从烟台市水利局了解到，
截至7月24日，烟台市有122 . 8
万亩在田农作物受旱，1 0 6 . 8
万亩果树受旱。因旱造成323
个村8 . 5万人、656头大牲畜出
现临时性饮水困难。烟台市
抗旱工作遇到的主要问题和
困难是：水源严重不足，特别

是农业灌溉用水不足常年同
期的1/3。

据了解，今年全市平均降
水量174 . 5毫米，比去年同期偏
少 5 2 . 2 % ，比历年同期偏少
45 . 6%；29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
2 . 4 8亿立方米，比去年偏少
33%，比历年偏少12%。

针对当前抗旱形势，烟台
水利部门积极应对，安排受旱

较重的县市区抓紧组织打井，
全力解决人畜吃水困难问题。
全市共投入抗旱资金 1 . 4亿
元，新打机井242眼，新建泵站
17处，改造管网11处。累计投
入抗旱劳力达32万人，动用泵
站344处、机电井1 . 5万眼、抗
旱机动设备10 . 4万台套，累计
浇 灌 农 田 2 6 0 万 亩 次 、果树
130 . 5万亩次，解决了11万人、

0 . 4 6万头大牲畜临时性缺水
困难问题，有效降低了干旱损
失。为提高打井出水质量，水
利部门还先后派出 7个调研
组、11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
指导农民群众采取河中打井、
库中挖塘等方式，努力增加农
业灌溉水源。另外，还派出12
支县级、60多支乡级抗旱服务
队到抗旱一线，为受旱群众提

供抗旱服务。
据了解，目前水利部门

正在全市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攻坚行动，今年将解决857个
村、46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近期他们继续密切关注旱情
发展，及时与气象部门搞好
会商，如符合人工增雨条件
立即实行人工增雨，降低干
旱损失。

以案肃纪 以案促改

烟烟台台高高新新区区召召开开全全区区警警示示教教育育大大会会
本报7月25日讯(记者 闫

丽君 实习生 武俊杰 通
讯员 高继轩) 7月25日，记
者从烟台市纪委高新区工委
获悉，7月20日上午，高新区在
创业大厦一楼报告厅召开了
全区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开展专题
警示教育活动的部署要求，以
案肃纪、以案促改，进一步增
强全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
识和拒腐防变能力，为推动全
区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党校校
刊编辑部主任谭建教授为全
区党员干部上廉政党课，区工
委书记于东主持并讲话。

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
看了警示教育片《亮剑》和区

作风大改进明察暗访视频，
通过鲜活的违纪违法案例，
提醒党员干部警惕理想信念
蜕变、纪律意识淡化、权力使
用失控等问题；通过区作风
大改进明察暗访视频，通报
曝光一些区干部作风上存在
的沉疴积弊。

记者了解到，会议主要强
调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政治
坚定。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将政治上的坚定自觉体
现到实践中、落实到行动上，
坚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省、
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各项
工作往实处抓、往实处干，确

保各级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新
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会议要求，全区党员干部
一定要以反面典型为戒，把全
部功夫下在真抓实干上，把全
部精力用在狠抓落实上，以强
烈的担当负责精神和顽强的
攻坚克难作风，全力以赴抓好
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目标。要进一步加强作风建
设，提高工作执行力，对在重
点工作中忠诚、敬业、担当负
责的干部，要旗帜鲜明地表彰
重用，对不担当、不作为，贻误
工作、影响风气的人和事，要
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真正为
敢担当者担当，为勇于任事者
撑腰，推动全区各项事业快速
发展。

高高温温天天游游客客头头晕晕呕呕吐吐
蓬莱阁景区贴心举动让人暖心

本报7月25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梁鹏 王
爱君) 7月21日中午，蓬莱阁
景区迎来了当天旅游接待最
高峰，正当索道司机石莹在
控制室仔细观察索道运行状
态时，一位满头大汗、满脸通
红的孕妇用力地拍打着窗
户，焦急地说，“我婆婆晕倒
了，在后面的台阶那，你们这

有药吗?”
石莹赶紧和同事郐宾、姜

贵章一起赶到现场并向值班
所长汇报情况。原来该女士一
家专程来蓬莱阁景区旅游，因
为天气炎热和旅途疲劳，其婆
婆头晕得厉害，趴在台阶上不
敢动，家人怀疑是中暑或是高
血压引发的疾病，就想找药缓
解。得知情况后，值班所长王

唯东立即安排工作人员陪同
老人家属下山买药并帮助家
属将车辆直接开入景区。石莹
和同事们也一边安抚头晕呕
吐的老人，一边拿水给老人漱
口擦嘴。老人家属感动万分，
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
情。最终，在大家的搀扶和帮
助下，老人安全地坐上车去往
医院。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

开开展展设设备备检检查查助助力力迎迎峰峰度度夏夏

7月25日下午，国网烟台
供电公司组织变电检修人员
顺利完成220千伏花岩站、汉
河站、芝罘站以及竹林站等四
座变电站的组合电器专项检
测工作，并对变电站设备进行
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变电站安
全隐患，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

当前电网正处于迎峰度
夏时期，烟台市持续高温天
气，电网负荷高，环境气温高，

“双高”情形下，变电站组合电
器设备发热缺陷的严重性会

急速加剧，极易导致设备故障
的发生。烟台供电公司组织变
电检修人员，克服高温天气影
响，开展组合电器设备的专项
检测，及早发现设备缺陷，以
便于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助
力电网安全稳定迎峰度夏。针
对所辖27座220千伏变电站共
50套组合电器合计1536个间
隔设备开始进行专项检测，详
细记录检测结果，制订有效的
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处置，保
障电网安全运行。
(通讯员 马学利 梁智敏)

规范检验，强化责任意识

近期，烟台市特检院莱阳
工作站积极配合当地安全监
察机构，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和
特种设备进校园、进社区宣传
活动，增强用户法律意识，明
确安全责任，对检验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下达隐患通知书，督
促使用单位进行整改。

(通讯员 金鹏)

提升服务满意度

烟台市特检院莱阳工作站
积极与当地安监局、市场监督
局沟通协调，走访重点企业、安
装维保单位，征求工作意见和
建议，多层次多角度了解工作
作风情况，认真听取企业的意
见和建议，及时采取预防和纠
正措施，提升服务满意度。

(通讯员 金鹏)

“慢天使”新希望

一一山山东东脑脑瘫瘫患患儿儿接接受受自自体体脐脐血血治治疗疗
7月20日，山东省脐血库又

一例自存脐带血成功出库，前
往深圳，奔向自己的小主人小
井(化名)。在那里，小井使用它
进行自身脑瘫的治疗，改善自
己的疾病症状。

厚厚的康复训练记录，寄
托着家人对小井的希望。对小
井来说，躺在床上可能就是他
最舒服的姿势。因为这样，他
就不用在坐着的时候，用手肘
去费力支撑随时要倒下的上
半身；因为这样，他就不用靠
着父母的手，去练习那没有多
少力量的双腿。去医院检查，
诊断为出生后脑损伤导致的
发育迟缓。小井至今仍无法自
行翻身，更不要说自己站立或
行走了。一本本的康复训练记
录，则寄托着家人对他的希
望。

回输自体脐带血治疗脑
瘫，给“慢天使”一个新的希

望。据了解，近年来，美国、韩
国等多个国家开展脐血治疗
脑瘫临床试验，取得了喜人成
果，自体脐血治疗脑瘫逐渐被
业界认为是临床新趋势。

在山东也有脑瘫患儿进
行自体脐带血回输后，疾病
症状有了可喜的改善。悦悦
(化名 )自体脐带血回输 9个
月，肢体运动改善明显，移植
日期：2018年9月30日，自体脐
带血回输。悦悦今年 6岁半
了，出生时因缺氧、缺血性脑
损伤，最终诊断为重度脑瘫。
同时悦悦还属于混合型脑
瘫，咀嚼吞咽功能和语言功
能较差，语言上也明显落后
于同龄小孩，说话也不利索。
在肢体动作上，简单的肢体
动作还可以，但还是不能独
立走路。悦悦的父母在得知
自体脐带血对于脑瘫患儿的
病症有所改善后，便立即前

往深圳儿童医院进行相关检
查。经过前期的检查，2018年
9月30日，山东省脐血库的工
作人员将悦悦的脐带血送至
医院，悦悦顺利进行了自体
脐带血回输。2019年3月27日，
悦悦在肢体运动方面有了很
大的改善！现在悦悦可以独
立走路，站姿也直了。在言语
上，悦悦可以说短句子了，并
且可以进行正常的沟通，你
问我答，简单的对话目前已
经没有问题。

而小井在出生之时，其父
母便为其在山东省脐血库自
存了一份脐带血。而也正是这
种有备无患的行为，让小井现
在拥有了改善病症的希望！7
月19日，山东省脐血库的工作
人员携带着这份生命种子，乘
坐航班飞往深圳，7月20日小井
成功回输自己的脐带血，我们
期待他的蜕变！

特检快讯

鲁鲁东东大大学学信信息息与与电电气气工工程程学学院院

完完成成暑暑期期家家访访活活动动

为宣传落实国家精准资
助、教育扶贫的帮扶政策，搭
建家校育人沟通桥梁，近日，
鲁东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
院开展暑期家访活动，深入
青州、邹平、安丘、昌邑、宁
津、章丘、邹城等7地，走访慰
问了学院12户困难家庭，在
进一步了解学生家庭状况的
同时，鼓励学生心怀梦想、奋
力拼搏。

困难家庭看到学院教师
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地到来
纷纷感动不已，老师向家长
反馈学生在校表现，解答家
长关于学生学习、生活、就业
等方面的困惑，强调学校和
政府是困难家庭的有力后
盾，将给予困难家庭更多帮
扶、给予困难学生更多关爱。

同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以
冷静理性的角度看待问题，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困
难，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接班人。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一
贯重视困难学生帮扶工作，
对学业困难、经济困难、心理
困难等学生开展结对帮扶、
爱心助力活动，积极制定帮
扶政策，详细了解学生困境，
助力学生成长成才。学院借
用寒暑期家访活动强化了家
校对话机制，拉近了师生心
灵距离，践行了精准帮扶初
衷。困难学生和家庭也表示
深切感激，立志将学校的关
怀与资助化为正能量，用优
异成绩回报父母、回馈国家。

(通讯员 肖翡 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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