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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烟台国际汽车工业
展览会今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
心盛大开幕。车展现场豪车名
模、钜惠豪礼、文艺汇演、纯种
猫职业联赛等齐聚一堂，无论
是否买车，市民们都不该错过
这场盛会。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烟
台车展早已深入烟台老百姓的
心，烟台车展在烟台车市的影
响力也是有目共睹。烟台车展
一直把“让利、惠民”作为车展
的中心，深受烟台市区及周边
地区市民的认可。

烟台秋季国际车展作为烟
台一年一度最大的车市盛宴，
依旧在老地方——— 烟台国际博
览中心举办，启用内外展馆总
面积高达6 . 2万平方米，吸引百

余汽车品牌前来参展。随着国
五标准车辆在山东正式成为历
史，国六新车在本届秋季车展
集中亮相，新车、豪车也悉数亮
相烟台国际车展。绚丽豪车、美
女车模，本届秋季车展应有尽
有。

烟台秋季车展作为烟台车
界的名片，现场不但可以看车、
买车，还可以欣赏到很多精彩
活动。本届车展自9月19日至23
日陆续将有少儿才艺表演、电
子竞技大赛、亲子活动等都在
车展现场为广大观展市民呈
献。此外，还将在现场举行“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
演。

如果你是文艺青年，拥有
情怀，不妨去车展现场加入“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
演。如果你提倡环保节约，又爱
绘画，那么请在环保布袋创意
大赛中展示你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如果你有个才华横溢的宝
贝，那么请让他(她)在少儿网
络春晚车展专场海选赛中一展
风采。

经过多年的发展，烟台国
际车展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为
市民提供买车、看车的场地，还
为市民呈献一场场精彩绝伦，
创意无限的活动。让市民们的
车展之行不但收获优惠和礼
品，还收获丰富的文化生活。

2019烟台国际车展已经开
幕了，9月19日至23日赶快来烟
台国际博览中心加入到这场盛
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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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黄黄留留业业教教授授成成功功
利利用用胃胃镜镜切切除除一一例例巨巨大大食食管管早早癌癌

近日，招远市尹某因吞咽
困难行胃镜检查发现食管下
段4×3cm的巨大早癌，为求诊
治慕名来到毓璜顶医院消化
内科住院，完善CT检查发现
病变左后方毗邻主动脉，内镜
手术难度和风险极大，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
生命。为了解除患者病痛并保
证安全，该院副院长黄留业教
授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内镜
技术，应用Clutch Cutter刀进
行内镜黏膜下隧道法剥离术
(ESTD)，经过1个多小时顺利
将患者环腔半周余的巨大食
管早癌完整切除。术后2天患
者即恢复饮食，未出现任何并
发症。

内镜黏膜下隧道法剥离
术(ESTD)是在消化道的黏膜
层与固有肌层之间建立一条
黏膜下隧道切除病变的内镜
新技术。内镜下隧道手术是国
际上公认的消化内镜难度最
高的手术，黄留业教授今年已
成功开展34例，年个人操作例
数居国内领先、省内首位，无
一例出现并发症。

黄留业教授，现任毓璜顶
医院业务副院长、消化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贴专
家。从医35年来，由于技术精
湛，他今年6月被授予“中华医
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全国委
员”，是全国地市级医院唯一
一个；由于业绩突出，他2012
年11月被授予“卫生部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由于敬业
奉献，他2015年4月被授予“全

国劳动模范”。以上三个荣誉
称号均是烟台市卫生系统在
职职工唯一一个。他带领的消
化内科成功举办了五届“中华
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学组
年会”，是国内唯一承办过国
家级消化内镜手术演示会的
地市级医院科室，由于该科室
综合实力国内领先，2018年被
省卫健委评为“省级临床精品
特色专科”，至今仍是我市卫
生系统唯一一个。

电电子子停停车车计计时时计计费费装装置置

尚尚不不属属于于强强检检计计量量器器具具

记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根据《计量法》等相
关法律规定，目前电子停车
计时计费装置尚不属于强检
计量器具。“根据J JG1010-
2013电子停车计时收费表检
定规程，停车计时误差为±

min，检定周期不超过一年。”
市计量所计时频科主任辛龙
海介绍说，“如怀疑停车计时
计费装置计量不准确，可委
托有资质的技术机构进行检
定或者校准。”

通讯员 莫言 云利

““服服务务热热情情 廉廉洁洁高高效效””
近日，华电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将一面印有“服务热情
廉洁高效”的锦旗送到烟台特
检院莱州工作站，感谢莱州工

作站的检验人员前期对华电
莱州二期两台门式起重机装
卸桥(卸煤机)的检验。

通讯员 金鹏

电电动动车车挂挂牌牌在在福福山山区区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携带车辆合格证、发票等证件，现场交验车辆，几分钟内就可以办好手续

特检快讯

打打造造服服务务品品牌牌
烟台市特检院莱州工作

站将做好检验总结，进一步
完善提升，进一步加强对化
工设备检验技术的研究，加
强与化工企业的合作，发挥

技术优势，打造服务品牌，为
今后更好地服务化工产业发
展、服务当地经济建设做出
新的贡献。

通讯员 金鹏

本报9月18日讯 (记者
范华栋 通讯员 曹杰
张玉晶 李娜 ) 福山区作
为电动车挂牌试点公布后，
烟台交警支队福山大队加
紧组织相关业务培训，福山
车管所全力搭建场地。福山
现有5处挂牌点，都属于测
试运行状态，很快就可以正
式投入运行。9月17日，记者
来到烟台交警支队福山大
队现场了解到，经过20天积
极筹备及试运行，烟台电动
车登记挂牌工作在福山大
队已经正式启动，市民在办
理 点 携 带 车 辆 合 格 证 、发
票、个人身份证，并现场交
验车辆，几分钟内就可以办
理登记上牌手续。

据福山大队教导员杨庆
友介绍，自2019年8月26日
起，福山区作为烟台市电动

自行车登记挂牌试点开启筹
备工作，试运行期间线上线
下挂了两千多张牌照，筹备
及试运行期间广泛收集意见
并进行了改善，为正式启动
积攒了经验，现已具备正式
启动的条件。

据福山大队车管所长
岳修强介绍，电动自行车登
记或备案，主要分3种情形：
其中，对获得CCC认证的电
动自行车，按照新标准查验
脚踏功能、外形尺寸、整车
质量以及CCC认证证书、车
辆来历证明等信息，对符合
条件的，办理注册登记，核
发电动自行车号牌。对2019
年4月15日之前购买的符合
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经查
验具备脚踏骑行功能，外形
尺 寸 、整 车 质 量 等 符 合 标
准，车辆来历证明、合格证

明等符合条件的，予以注册
登 记 ，核 发 电 动 自 行 车 号
牌。对不符合以上两种规定
情形的电动自行车进行备
案登记，发放临时号牌。临
时号牌实施过渡期管理，初
步确定过渡期为三年。其后
公开征求群众意见，按照规
定程序，进一步明确有效期
限。而且将免费办理电动自
行车登记挂牌，号牌制作费
用由财政承担，严禁以任何
形式增加群众负担，严禁搭
车收费、变相收费、违规收
费。

在位于福山区奇泉路7
号的福山交警大队电动自行
车登记业务受理点，市民李
先生正在办理挂牌业务，工
作人员对车辆合格证、发票、
个人身份证及电动自行车进
行核验后，认为其符合最新

标准，发放了绿色正式车牌。
据介绍，电动自行车号牌和
临时号牌式样、规格、材质全
省统一，编号均为7位数字。
电动自行车号牌底色为绿
色，字体和框线为白色；临时
号牌底色为白色，字体和框
线为黑色。电动自行车登记
挂牌使用全省统一的登记管
理系统，按照业务办理顺序，
依次生成号牌号码，确保发
放公平公正。

在位于福山区崇文街
和福海路口西路南的人保
财险公司营业厅电动自行
车登记代办点，市民张女士
也来挂牌，因其电动车符合
旧 标 准 ，只 能 办 理 临 时 牌
照。据介绍，在办理点市民
可以为电动车办理保险，分
50元和100元两个标准，完
全是自愿办理。

去去年年以以来来，，高高新新区区共共汇汇总总处处置置
侵侵害害群群众众利利益益问问题题线线索索3311件件

本报9月18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高继轩) 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8日，记者从烟台市纪委高新
区工委获悉，近年来，烟台高
新区纪工委监工委聚焦民之
所怨、民之所望、民之所盼，靶
向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强化“不敢腐”的震慑，
使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明显增强，“三不”机制建
设取得较好效果。

坚持人民群众痛恨什么，
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严惩
扶贫民生领域腐败、涉黑涉恶
腐败及“保护伞”。深入开展农
村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排
查调查村(社区)干部在集体
资产分配、旧村改造、工程招
投标、村内用工等方面的优亲
厚友、损公肥私、多吃多占等
违纪违法行为。

2018年以来，高新区共汇
总处置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
索31件，立案调查11件，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12人次。坚持人
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
绝的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
作为执纪审查重点，优先处
置、循线深挖、严查严办，坚决
查处涉黑涉恶犯罪案件背后
的腐败和“关系网”“保护伞”
从根本上遏制涉黑涉恶犯罪。
在2018年查处的烟台高新区
马山街道西泊子村原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永君涉
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中，在上级纪委监委的督办
指导下深挖背后的“保护伞”
和有关人员失职失责问题，对
区、街道、村三级有关党员干
部依纪依规作出处理。

近年来，烟台高新区不断
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2018
年高新区共立案审查18起，党
纪处分25人，立案审查数比过
去4年总量还多；2019年上半
年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处理63人次，同比增长103%，
通过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形成
了有力震慑，党风政风明显好
转，政治生态明显改善，群众
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高。

市民在福山区给电动车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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