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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99中中国国民民博博会会2233日日在在烟烟启启幕幕
为期4天，展品数量和质量均创历届之最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梁
莹莹 ) 8月8日上午，烟台市
政 府 新 闻 办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市文联负责人通报了2019
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的组
织筹备情况及亮点特色，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展览委员
会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中国民
间工艺品博览会将于8月23日

至2 6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举行，并继续对公众免费开
放。

据悉，本届展会是连续在
烟台举办的第十届民博会，定
于8月23日至26日在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展会主题是

“传承、交流、合作、发展、创
新”，主旨是“让民间艺术来源
于民间，回归于民间”。展会规

模为国际标准展台900个；参展
范围为各省市区民间文艺家
协会、艺术院校、专业机构、民
间艺术家和部分国外参展商、
艺术家；展览内容为各类民间
工艺品、艺术品。展会主要活
动有开幕式、庆祝新中国成立
7 0周年·全国民间工艺精品
展、第14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评选、第二届中国民间

工艺传承创新观摩大会、2019
百名中国民间工艺大家海报
展、中国民间艺术大课堂、胶
东风物·烟台传统工艺与文创
作品展等。

与前9届相比，今年的展
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创
历届之最。雕塑类中的玉雕、
木雕、根雕、金属雕、蛋雕、彩
石镶嵌；书画剪纸类中的年

画、农民画、漆画、内画、烙
画、卵石画、布糊画、麦秆画；
编织刺绣类中的织锦、抽纱、
花边、草编、竹编；服装饰品
类中的头饰、首饰、蜡染、蓝
印花布；民间陶瓷类中的艺
术陶、黑陶、紫砂以及文房四
宝、民族民间乐器等上百个
民间艺术门类将再次汇聚烟
台。

研研学学游游

近日，蓬莱阁景区组织开展了一次爱国主义研学游活动。活动以
“弘扬爱国主义 传承国学经典”为主题，孩子们参观了海上丝绸之路
博物馆、戚继光纪念馆和蓬莱阁古建筑群，走进历史、了解历史、认识历
史，感受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励自己发
奋图强、拼搏进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周晓东 摄影报道

烟台供电公司加快推进电网基建项目建设

黄黄务务输输电电电电缆缆入入地地工工程程预预计计99月月中中旬旬竣竣工工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马学利 周
书君) 8月7日，在烟台市芝罘
区化工路南侧，220千伏黄务
输电电缆入地工程电缆敷设
设备已进场并安装调试完成，
化工南路全线电缆敷设有序
推进，国网烟台供电公司20多
名施工人员克服高温天气影
响，全力奋战在一线，争取在
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送电任
务，缓解烟台市区供电压力。

黄务输电电缆入地工程
是今年烟台电网建设的一项
重点工程，工程共新建电缆隧

道2公里。2月20日正式开工，经
过五个月奋战，现电缆隧道主
体施工已完成超过1 . 7公里，化
工南路全线已具备电缆敷设
条件。8月1日，电缆敷设设备
已进场并安装调试完成。8月2
日，电缆敷设正式开始。施工
人员多次召开现场协调会，全
面掌握工程进度、安全、质量，
工程进度步入正轨，预计9月
中旬竣工投运。

目前，烟台市区随着用电
负荷快速增长，电网发展存在
中心城区供电能力不足和城乡
电网发展不平衡等问题。2019

年，烟台供电公司围绕烟台经
济发展，大力实施质量强网战
略，以问题为导向，尽快补齐电
网发展短板，电网基建项目开
工23项、投产25项，实行“周调
度、月总结”制度，积极主动与
各级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建昌、
黄务线路建设民事问题，促进
重点难点工程的顺利推进。严
格落实12项配套政策，有效管
控现场作业关键点，严抓施工
风险防范。深入开展“无违章员
工、无违章班组”创建活动，严
抓质量全过程管理，确保各工
程按期投运。

国国配配中中心心聘聘请请吴吴玉玉厚厚教教授授
为为““首首席席技技术术专专家家””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金霞) 8月5日，
国家机动车配件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挂靠于烟台市质检
所，以下简称“国配中心”)聘请
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玉厚为“首席技术专家”。

此次聘请吴玉厚教授为

“首席技术专家”，是烟台市质
检所也是国配中心“引进人
才、人才兴检”的重要表现。今
后国配中心将继续围绕“人才
兴检”下功夫，做到内部培养
与外部引进相结合，充分发挥
人才力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
供更加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烟台开展游泳场所卫生安全大排查活动

督督导导组组进进游游泳泳馆馆查查违违法法违违规规行行为为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王善浩) 随
着暑期和高温炎热天气的来
临，游泳场所迎来开放高峰。8
日，记者从烟台市卫健委获
悉，近日，为进一步确保全市
游泳场所卫生安全，保障公
众健康权益，根据烟台市卫
生健康委《关于开展全市游
泳场所卫生紧急大排查的通
知》要求，烟台市卫生监督机
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游泳场
所卫生大排查活动。

此次排查活动要求各
地采取拉网式排查的方法，
对本辖区游泳场所的《传染

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游泳场所卫生
规范》执行情况，各游泳场
所水循环净化消毒装置和
设备日常运转状况，卫生许
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持
证情况，卫生制度和消毒措
施落实情况等进行重点检
查，监督覆盖率和监测率要
求达到100%。市卫健委组织
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和市疾
控中心人员组成督导组，对
给县市区排查情况进行督
导。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接到
通知后，迅速行动，组织监督

力量对辖区开展逐一排查。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使用的消
毒剂没有索证验收、储存条
件达不到要求，卫生消毒设
施等不完善、水质监测指标
不合格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其他卫生安全隐患的，责令
立即限期整改，并依法进行
行政处罚。卫生监督员在检
查过程中督促游泳场所经营
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
健全传染病报告制度和公共
事件应急预案，加强自查自
纠，认真落实各项卫生安全
保障措施，规范经营，打造卫
生安全的游泳场所。

特检快讯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及及时时消消除除隐隐患患
保保障障可可靠靠供供电电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马学利 韦
志清 ) 8月7日，从国网烟台
供电公司获悉，该公司通过
紧急消缺，顺利消除110千伏
广深站 1 0千伏 1号电容器组
串联电抗器接头发热缺陷，
确保设备迎峰度夏期间健康
运行。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来
临，以及近期出现的持续高
温天气，电网需要频繁投切
电容器组以减少电网输送的
无功功率，降低有功电量的
损失，改善电压质量，为用户
提供可靠电力供应。烟台供
电 公 司 变 电 运 维 人 员 在 对
1 1 0千伏广深变电站电容器
组进行测温巡视时，发现 3 5
千伏 1号电容器组串联电抗

器接线柱发热，在高温环境
下运行，变电设备容易带来
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变
电运维人员立即将巡视结果
告知变电检修人员，检修人
员提报消缺停电申请，迅速
出动，第一时间赶赴变电站
现场进行消缺处理。

在检修过程中，检修人员
克服气温高、检修区域狭窄等
困难，全面落实工作现场安全
责任制，将接线端子打开后更
换新的连接引线，使用钢丝刷
对压接面进行了打磨处理，并
在压接面涂抹了导电膏，用标
准力矩扳手进行紧固处理。同
时，对其他接线部位也进行了
相应的检查和紧固，防止缺陷
重复发生，安全优质高效地完
成检修任务。

确确保保锅锅炉炉安安全全和和环环保保并并轨轨同同行行

近日，莱州龙泰热电有
限公司为了响应国家环保要
求，对130T/H热电锅炉进行
环保改造，烟台市特检院派
出精干的锅炉检验师对其改

造过程实施监督检验，查图
纸、审资料、现场监检、水压
试验等检验程序有条不紊地
进行。

(通讯员 金鹏)

召召开开““八八一一””退退役役军军人人座座谈谈会会

为庆祝建军 9 2周年，进
一步促进复转军人干事创业
积极性，7月 3 1日，烟台市特
检院召开“八一”退役军人座

谈会。刘曙光院长、于兆强副
院长以及全院20余名退役军
人参加了座谈会。

(通讯员 金鹏)

烟烟台台市市卫卫健健委委
举举办办中中医医中中药药中中国国行行大大型型活活动动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闫丽
君 通讯员 李杰 刘丽) 8
月8日上午，烟台市卫生健康委
联合芝罘区卫生健康局在烟台
市文化中心广场举办主题为

“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提升民
众健康素养”中医中药中国行-
-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大
型主题活动，共13家医疗机构
40多名中医药专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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