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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职职业业学学院院55338866名名新新生生报报到到
224人成绩超过本科线，预计今年报到率将超过92%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吴佳檑

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院
专家的诊疗服务，既方便又安
全，这让海阳市小纪镇的村民
格外欣喜。9月4日上午，烟台毓
璜顶医院血管外科海阳分中心
在小纪中心卫生院挂牌成立，
这是烟台毓璜顶医院为加强基
层卫生服务能力开展的专项服
务，也是烟台毓璜顶医院血管
外科继莱山分院后在基层医院
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患者不用来回跑，每周都

有专家在家门口坐诊

上午9点，烟台毓璜顶医院
副院长高振利、血管外科主任
杨牟带领科室医护人员一行来
到小纪中心卫生院座谈，就血
管外科海阳分中心成立后的具
体工作开展细节进行探讨。活

动受到海阳当地政府的高度重
视，海阳市卫生健康局、小纪镇
政府等相关领导出席了此次活
动。

响应省卫健委关于《选派
优秀卫生人才到扶贫重点乡镇
和薄弱乡镇卫生院任“业务院
长”》的号召，烟台毓璜顶医院
急诊检验科主任赵琪到小纪中
心卫生院挂职，在职期间他充
分考虑到基层医院的现状和烟
台毓璜顶医院的技术、资源优
势，与张龙院长谋划提出在海
阳成立血管外科分中心。

这一想法受到烟台毓璜顶
医院院领导的大力支持，8月份
血管外科主任杨牟带领团队多
次到小纪中心卫生院考察并细
化了分中心成立所需的各项准
备工作。

杨牟主任介绍说，下肢静
脉曲张手术在局麻下即可完
成，对术者的技术要求高，硬件
设施要求相对较低，适合在基

层医疗机构推行，也方便海阳
百姓就近就医，解决健康问题。

“让老百姓小手术不用再
跑烟台，少花钱、看好病是我们
的目标。”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
长高振利称，毓璜顶医院血管
外科成立于1999年，诊疗范围
从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到下肢
静脉曲张几乎全部的血管外科
疾病，是烟威地区血管外科疾
病诊疗中心、国家高级卒中中
心、国家医疗器械临床实验机
构、中国微循环学会静脉曲张
规范化治疗中心、微创治疗培
训基地，有能力也愿意响应山
东省卫健委医疗下沉帮扶政
策，让更多百姓受益。

诊疗到位，义诊现场老人

直接预约手术

揭牌仪式结束后，烟台毓
璜顶医院血管外科医护人员片
刻没停，直接在小纪中心卫生
院开展义诊活动，闻讯而来的

村民纷纷有秩序地排队等待。
一位66岁的老人刚做完

房颤手术，因下肢静脉曲张病
史长达十余年，左小腿已出现
色素沉着、感染和湿疹性蜕
皮，走路时间较长会有明显的
酸胀感，得知有烟台毓璜顶医
院的专家来坐诊，他特意赶来
就诊。

烟台毓璜顶医院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李鲁滨检查后告诉
老人，下肢静脉曲张按病情程
度可分为六级，老人的这种情
况已达到四级，应尽早手术，以
免发生更严重的并发症。老人
当即拍板，如身体情况允许将
尽快手术治疗。

“莱山经验”复制到海阳，

更多村民将获益

海阳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陈安升在发言中称，烟台毓璜
顶医院血管外科在海阳设立
分中心，不仅是对海阳市卫生

健康事业的肯定和帮助，更是
造福人民群众、促进市县两级
医疗卫生事业融合发展的一
件大事，此举将为海阳市人民
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优
质的医疗服务，使海阳的百姓
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级
甲等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切
切实实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基层。

据悉，烟台毓璜顶医院血
管外科率先在烟威地区开展基
于血流动力学的“下肢静脉曲
张射频消融闭合联合硬化剂、
点式剥脱”的微创手术。自2018
年3月19日起，毓璜顶医院在莱
山分院开设血管外科病区以
来，收治以下肢静脉曲张为主
的无需DSA辅助治疗的系列患
者，已经做了近600例手术。此
次烟台毓璜顶医院血管外科海
阳分中心成立旨在将莱山分院
的成功经验复制，惠及更多基
层百姓。

近年来，烟台银行始终围
绕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条主线，以银企战略合作为抓
手，坚守定位，深耕本土，深挖
潜力，积极助推烟台新旧动能
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截至2019年8月末，烟台
银 行 各 项 贷 款 已 经 达 到
408 . 87亿元，信贷资金主要投
向了制造业等地方实体经济
领域，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的
发展。

创新产品

破解小微融资难题

为了充分发挥政银平台
作用，烟台银行通过不断完善
服务模式，努力帮助项目中标
企业缓解履约资金困难，依托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
融资服务平台”，筛选有意向
的客户，主动与客户进行对
接，并借助创新产品“政府采
购贷”，为政府招投标中中标
企业的资金需求提供有力保
障。山东某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便是该新产品的受益者。该公
司通过参与市、区财政及企事
业单位招标活动而获得烟台
市内政府财政出资的中小学
生免费营养餐，食堂经营及部
分学校、社区食堂快餐供应。
近日该企业中标后需要向上
游供应商付款，因此有资金需
求，烟台银行在对接企业后，
通过“政府采购贷”这一产品，

为企业办理流动资金贷款500
万元，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

因企制宜

打通民营服务通道

为将更多金融“活水”引
向实体经济，助推新旧动能转
换，烟台银行坚持创新驱动，
不断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升
信贷审批效率，打破惯有的信
贷例会制度，采用授信业务专
职审批模式，因企制宜，在控
制风险的同时保证效率，为民
营企业贷款打通绿色服务通
道。

蓬莱市某船业有限公司
以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修造
为主营业务，近几年该公司资
金周转困难，银行融资需求难
度增大。烟台银行积极与企业
对接，根据企业自身业务情况
及周期特点，选择合适的业务
品种，优化信贷流程，提高了
放款效率，授信初期为该公司
提供了5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之后该
公司成功转型，订单量稳步增
加，经营状况良好，烟台银行
逐步增加对该公司的支持，目
前授信额度已达到数亿元。

科技融合

拓展金融服务受惠面

烟台银行根据市场需求，
深化金融服务与“互联网+”的

融合，拓展线上金融服务渠
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
等信息技术，推进科技与金融
的融合，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积极探讨线上供应链融资业
务，通过供应链金融平台，采
纳互联网思维及互联网创新
模式，充分利用供应链核心企
业信用，盘活上游N级供应商
应收账款，为供应链上小企业
客户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9
年8月末，烟台银行供应链相
关产品授信余额近3亿元。

多措并举

破解民营企业“首贷难”

烟台银行积极响应国家
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
展的战略部署，多措并举破
解民营小微企业“首贷难”问
题，深入挖掘处于成长期、有
潜力、有市场、有前景，但尚
未获得银行授信的民营和小
微企业，量身定制首次信贷
资金支持方案。烟台市某土
石方工程公司便是烟台银行
首贷培植成功的企业之一。
该公司近年来因业务不断扩
大，流动资金明显紧张。烟台
银行针对企业经营情况，细
致考察，精心设计授信方案，
5个工作日便为企业办理2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为该企
业 送 来 了“ 及时雨 ”。截至
2019年8月未，烟台银行为首
贷企业累计发放贷款1 . 5亿

元，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获
得感显著增强。

多方筹资

扩大绿色信贷覆盖面

“绿融贷”是烟台银行为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而专门研
制推出的专项支持绿色产业
项目的创新型产品。该产品利
用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募集的
资金，专项用于支持符合国家
绿色产业项目。在“烟台市新
旧动能转换优秀金融成果竞
赛”中“绿融贷”凭借行业方向
明确、扶持实体经济力度大、
业务种类多等优势，在全市15
家金融机构申报的17项金融
产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一
等奖。截至目前，烟台银行共
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10亿元，
累计支持绿色项目55个，涉及
绿色贷款余额近7亿元。

深耕本土 深挖潜力

烟烟台台银银行行助助力力地地方方实实体体经经济济发发展展成成效效显显著著

下下肢肢静静脉脉曲曲张张患患者者有有福福了了
烟台毓璜顶医院血管外科海阳分中心成立

本报9月5日讯(记者 李楠
楠 ) 9月5日，烟台职业学院
2019级的5386名新生报到，今
年高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新
生中有224人高考成绩超过了
本科线，录取新生数量和录取
分数位列省内高职前列。

新生报到现场，学校在入
口处专门设置拍照墙，一张车
票，从五湖四海启程，共抵烟台

职业学院。还设立了引导、咨
询、绿色通道、网络业务办理等
服务区，为新生报到提供全方
位服务。新生在志愿者的引导
下，利用校园集结号系统，从扫
码确认、提交资料，到领取校园
卡、宿舍钥匙与被褥，短短几分
钟就可完成报到。

报到现场，来自青岛胶州
的李琼今年文科考了510分，是

今年录取新生中文科最高分。
“我比较喜欢大海，喜欢烟台，
第一志愿报考的烟台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专业。”李琼说，“希望
自己在大学学好专业知识，将
来找一份好工作。”

来自济南商河的赵辉乐今
年理科考了470分，是今年新生
中理科最高分，“我小时候来过
烟台，很喜欢这个城市，我是第

一志愿报考的烟台职业学院新
能源汽车技术专业。”赵辉乐
说，“新能源汽车这个专业是一
个新兴的专业，也是现在的一
个趋势，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今年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
好，基本都在首次志愿录取，其
中文科最低分446分，高出去年
26分；理科最低分400分，高出去
年43分；专本衔接最低分445分，

高出去年16分；校企合作文理类
分别高出去年50分和96分，有
224位新生的高考成绩超过了本
科分数线，新生录取数量及录取
分数继续位列省内高职院校前
列。”烟台职业学院招生与就业
处处长刘佳振说，“新生的报到
热情也很高，很多新生9月4日提
前一天报到，当天报到近60%，预
计今年报到率将超过92%。”

福建省一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某国企委托，定于2019年9月
2 0 日 1 6 : 0 0 在中拍 平 台 h t t p : / /
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山东烟
台市开发区内的如下两栋厂房”：烟
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0号内11号，建
筑面积8558 . 85㎡，起拍价996 . 25万
元；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0号内13
号，建筑面积7 1 9 0 . 2 5㎡，起拍价
836 . 95万元。

两栋厂房均已办理不动产权证,
整体拍卖优先；价格低 :仅1164元/
㎡；税费低:过户税费各自承担；园区
工业及生活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国
企信誉保证:国企委托,过户无忧。

看样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9月19
日(预约看样)

保证金：100万元/标的(整体拍
卖保证金：200万元)

保证金交纳及报名截止时间：
2019年9月20日11：30

(以银行实际到账为准，持有效
证件及银行缴款单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

报名地点：厦门市鹭江道268号
远洋大厦25楼D单元

咨询电话:0592-5558745 5558747
1890592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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