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城事 2019年9月24日 星期二

编辑：梁莹莹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公 告
山东翱策日用品销售

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保

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社保稽查行政处理事先

告知书(烟莱人社稽理告字

[2019]第011号)，自公告起60日

内来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事先告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2019年09月23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

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告知书

公 告
山东翱策日用品销售

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会保险提供担保

告知书(烟莱人社稽保告字

[2019]第011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2019年09月23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

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告知书

公 告
烟台翱速日用品销售

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保稽核行政处理

决 定书 ( 烟 莱 人 社 稽 理 字

[2019]第008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2019年09月23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

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李庆东 许加
薇) 9月22日下午，由国际健
康产业论坛全球理事会和烟台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健
康产业大会在南山皇冠假日酒
店隆重开幕。烟台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飞在开幕式上致辞，副
市长张代令出席开幕式。

陈飞在致辞中表示，发展
健康产业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
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广大群众对健
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烟
台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
验区三个核心区之一和全国首
批国家健康试点城市，在健康
产业发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条件，正在着力打造千亿级健
康产业、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
新示范区，加快构筑生命科学、
医药研发生产、医疗养老、疗养
康复、养生保健等全产业链大
健康产业发展格局。真诚欢迎
海内外健康产业领域的专家学
者、企业机构、行业组织参与烟

台健康产业发展，开展真诚务
实的交流合作，携手共享发展
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开幕
式前，陈飞会见了部分与会专
家。开幕仪式上，陈飞向16位国
际院士颁发了“烟台健康产业
国际咨询委员”证书。烟台高新
区与中信正业控股集团签署国
际健康产业小镇项目合作协
议。新西兰皇家工程院院士谢
胜泉与兰湾智能科技烟台公司
签署康复医疗机器人和可穿戴
产业化项目合作协议。滨州医

学院—青岛理工大学康复医学
工程研究院揭牌，谢胜泉院士
被聘为研究院首任院长和特聘
院士。

据悉，本届国际健康产业
大会为期三天，自9月21日启
动，至23日闭幕。共有包括16
位院士在内的国内外医药领
域专家、企业代表、高校院所
学者、新闻媒体记者等1000多
人参加。大会期间，召开了国
际健康产业论坛全球理事会
圆桌会议和烟台健康产业国
际咨询委员会首次会议。与会

院士围绕创新高科技设备的
全球化挑战、康复机器人研究
成果、人工智能时代的医疗保
健等主题，开展1 5场院士论
坛。与会嘉宾围绕健康生活与
健康产业、科技助力健康产业
崛起、数字化健康产业发展等
主题开展2场高端对话、3场专
题论坛。同时，大会还举行了
投资项目对接洽谈会，推动一
批国内外健康产业领域先进
科研成果和技术项目在烟台
转化落地，促进烟台市医药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两个项目签署协议，一所研究院揭牌

国国际际健健康康产产业业大大会会在在烟烟台台举举行行

抵抵御御超超级级细细菌菌，，这这些些感感染染科科专专家家有有话话说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抗生素滥用已经不是个
新话题，如何规范使用抗生
素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配
合临床科室做好多学科会
诊，在日常工作中强化抗菌
药物规范化管理(AMS)，不
认人只认理，也正因为有着
这幅“铁面孔”，烟台毓璜顶
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在杜绝抗
生素滥用方面的成绩在全国
都拿得出手。

严把每道关：他们是抗菌药

物规范化管理的“主力军”

面对耐药问题，如不采
取行动，预计到2050年，全世
界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抗
菌药物耐药，死亡人数可能
超过肿瘤。在后抗生素时代
的今天，普通的感染也可能
置人于死地，人们随时面临
着无药可用的窘况。

烟台毓璜顶医院感染性
疾病科主任蒲增惠介绍说，
感染疾病无处不在，如不规
范使用抗菌类药物，感染疾
病转变成超级细菌的概率极
大。尽早明确诊断并给予及
时有效的治疗方案至关重
要，近年来毓璜顶医院大力
推行多学科会诊的模式也成
为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落地
的重要形式。

“增加专业人员如微生
物、感染、药学等方面人才在
抗菌药物管理中的参与度在

推动抗菌药物规范化管理方
面至关重要。“蒲增惠主任进
一步解释说，从临床抗菌药
物的”管“”选““用”等方面着
手，感染科医生通过培训全
员讲课、科室会、会诊平台等
与临床医生沟通，上传下达，
帮助临床医生知晓、了解政
策指南并指导应用，正确实
施，动态修正，起到很好的把
关作用。

此外，感染科医生还会
对医院涉及感染的科室检查
督导，发现问题随时沟通解
决，并针对共性问题集中宣
教，以此不断提高医院和本
地区抗生素规范使用和感染
水平的提高。

为患者解忧：女子得到规范

诊治保住视力

日前，一名44岁女子因
寒战发热三天入院，其还伴
有头痛、头晕等症状，初步诊
断为肝脓肿，经治疗，女子感
染指标逐步好转，但后来又
因反复发热住进重症病房,最
终确诊为肺炎克雷伯杆菌肝
脓肿侵袭综合征，可侵袭眼
部肺部颅脑等多个器官系
统。后经眼科及时行玻璃体
摘除及玻璃体腔硅油注入
术，配合规范的抗菌药物使
用，女子才保住视力。

“病情危重不等于重症
感染，重症感染不等于耐药
菌感染。“蒲增惠主任介绍，
通过多学科会诊，感染科医
生主导的MDT会给出合理
的检查、诊断和治疗意见，为

患者节省费用并提高确诊
率。

烟台毓璜顶医院感染科
医生还承担了大部分特殊使
用级抗生素的会诊工作，不
仅给患者带来益处，同时对
医保费用合理分配及医生提
高自身感染疾病诊治水平，
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地区建设出力：引进来与

走出去结合让他们成绩斐然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毓
璜顶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在抓
好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同时，
逐步承担起本地区及周边地
区临床感染性疾病与抗生素
应用的咨询、会诊、收治以及
科研教学任务。

致力于学科建设，烟台
毓璜顶医院感染科每年举办
山东省及烟台市继续教育项
目抗感染新进展学习班，邀
请国内外知名感染科专家授
课，整体提高抗感染水平并
推进抗菌药物在本地区合理
使用。

蒲增惠和她的同事也经
常受邀到各地进行感染MDT
专场展示及讲座，将烟台经
验传到全国各地。

近年，感染多科学会诊
成为标杆和烟台毓璜顶医院
一张亮丽的名片，感染科在
抗菌药物管理中做出的努
力，在山东省抗菌药物规范
化管理(AMS)中评比中屡
获好评，并多次受邀进行现
场或网络感染MDT专场展
示。

高高新新区区有有三三办办法法让让干干坏坏事事的的人人收收手手知知止止

本报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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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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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员干部实施
全员全时全程监督管理，扎牢

“不能腐”的篱笆，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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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好政治生态青山绿水是
民之所望、国之所须，使命之必
然。烟台高新区纪检监察机关突
出监督首责，着力落实全员全时
全程监督各项举措。

篱笆扎得密。制定出台《党
员干部行为规范》《干部作风效
能“十严禁”》《干部外出工作定
期报告制度》《干部家访制度》等
制定，搭建起“1+9”全方位干部
教育监督管理体系，以行为规范
和“负面清单”拉起“红线”，架起

“高压线”，从廉政教育、作风效
能等工作生活各个方面给干部
立规矩、定规范，让干部习惯在
监督和约束下工作和生活，扎密
扎牢全员全时全程监督的篱笆。

责任压得实。针对县级职能
部门运用第一种形态“咬耳扯

袖”“主动性不强、政策把握不准
的现状，对各部门单位干部教育
监督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定期开
展监督检查，压实各部门单位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通过示范引
导、业务指导等方式，引导带动
区直各部门党组织主动履责，推
动”第一种形态“运用实现常态
化、规范化、具体化。

渠道拓得宽。充分发挥纪
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
力。纪检监察监督方面，紧盯群
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制定出台
了《违规发放津贴补贴专项治
理方案》《违建整改追责问责工
作方案》等一系列专项监督执
纪方案，盯紧损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实时跟踪监督；发挥
好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向存在
问题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单
位下发《监察建议书》，督促相
关部门做好专项治理，推动标
本兼治。其中在舆论监督方面，
聘请媒体以第三方形式明察暗
访，发现问题制作成视频在全
区警示教育大会曝光，不作为、
慢作为问题依纪依法进行处
置。2018年以来，由媒体暗访曝
光问题11个，13人次受到党纪
政务处分。群众监督方面，公开
选聘监督员、广泛张贴二维码
举报、门户网站设举报平台、设
置举报箱等各种方式，构建“人
人可监督”“时时可举报”的监
督网。

应急演练强能力

喜迎国庆保安全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涉氨
企业因氨气泄露应急救援反
应速度和处置能力，增强企业
安全意识，督促使用单位落实
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9月
17日，烟台市特检院莱阳工作
站积极配合莱阳市安委会在
莱阳市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开
展全市“涉氨制冷企业应急救

援演练”活动。
通讯员 金鹏

打造清正廉洁作风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蓬莱工
作站全站干部职工收听、收看烟
台市特检院召开的“加强行风廉
政建设作风大改进”动员会，全
站人员身受鼓舞和震撼，特检人
员感受到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
加艰巨，挑战更加严峻。

通讯员 金鹏

烟烟台台举举行行““中中国国统统计计开开放放日日””宣宣传传活活动动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梁静) 9月23日，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
获悉，为庆祝第十届“中国统计
开放日”，9月20日上午，国家统
计局烟台调查队在烟台市文化
中心广场举行宣传活动，现场向
市民讲授统计知识。

“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是统
计公开的重要品牌，2019年“中国
统计开放日”活动以“坚守统计初
心，践行时代使命”为主题，聚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力宣传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活动当天，现场
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烟台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向
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宣传统
计基础知识及统计法律法规等，
以生动地形式普及人均GDP、
CPI、PPI、房价、就业等主要指标
的统计调查方法，以及这些指标
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等。

另外，9月下旬至10月，将召开
重点企业负责人、部分社区辅助调
查员及调查对象座谈会，深入开展
面对面的宣传交流活动活动。

特检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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