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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3月12日讯(记者
钟建军 吕奇) 3月11日下午，
烟台市最后一例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石某某在烟台市奇山医院
治愈出院。至此，全市47例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无
死亡病例，无医务人员感染，疫
情防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要
成果。

石某某，男，40岁，有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因咳嗽
3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于2月13日到奇山医
院就诊。入院后，胸部CT检查显
示右肺上叶后段胸膜下两处小
片状磨玻璃影。结合患者流行病
史，经疾控部门检测，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
家组确认，该病例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

当天上午，已有2例确诊病例
赵某某、郭某某治愈出院。

赵某某，女，61岁，有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因咳嗽2
天，胸部CT检查显示右上肺及左
下肺片状影，于2月4日到奇山医
院就诊。结合患者流行病史，经疾
控部门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专家组确认，
该病例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

郭某某，男，49岁，有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因发热
伴咳嗽8天，胸部CT检查显示双

肺胸膜下磨玻璃灶，于2月12日
到奇山医院就诊。结合患者流行
病史，经疾控部门检测，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
专家组确认，该病例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自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发 生 以
来，烟台市共确诊病例47例，经
过专家组和隔离病房医护团队
全力救治和精心护理，所有病
例持续改善，肺部影像学显示
病灶吸收，各项化验指标均正
常，核酸检测连续两次 (隔日 )
均为阴性，经专家组评估，所有
患者全部治愈，符合国家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院标
准。

最后1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烟台47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包5节车厢接回285名外省员工
烟台开发区采用全程免费、定制车厢的方式组织员工安全返烟

本报烟台3月12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思恩 赛
家豪 谭旭) 12日，记者从烟台
开发区宣传群团部获悉，11日12:
33，烟台市首辆复工列车缓缓停
靠站台。285名员工分别从5节车
厢陆续走出，经过测温、消毒、登
记后由烟台开发区派出的10辆
大巴接回各自企业。

为引导外省市务工人员有序
返岗复工，支持各类企业复工复
产，烟台开发区根据企业提报的
乘车需求，采用全程免费、定制车
厢的方式组织员工安全返烟。

来自四川省广元市的白兵
再次踏上工作了10年的土地，他
感叹道：“今年的假期‘有点长’，
早就盼望着能够赶紧回来上
岗。”出站后，白兵迅速归队所在
企业，等待大巴车把他送到目的
地，“这次能在政府帮助下免费
回来上班，一路上还有工作人员
带队指引，感到非常幸运，烟台
就业环境好，一定会继续在这里
踏踏实实干下去。”

“这次共接回员工71人，都
是目前项目建设紧缺的老员工、
技术工人。”荣华建设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盖国波安全接到员工
后，原来皱着的眉头逐渐舒展，

“工作人员专门进企业为员工换
领当地健康证，明天就能上岗，
有了人手，项目建设就能运转开
了。”

此次列车由成都始发，途经
绵阳、汉中、开封等10个站点，跨
越四川、陕西、河南、山东四个省
份。为方便外地员工来烟、畅通

安全运输，经烟台开发区与铁路
部门协调，列车将目的地青岛更
改为烟台，并在停靠站点开辟了
独立候车区，最大程度“点对点”
接回。

此外，每个车厢安排专人进
行消毒、测温；各企业安排当地
员工作为现场召集人，提前做好
准备工作，待员工到站后，及时
快速为乘车人员做好健康证明
核查、测量体温等工作，按照序
号组织员工乘坐大巴返回各企
业，实现“站对企”直达服务。

此次接回的285名外省员工
主要是开发区多个建设项目工
地上的一线员工以及和光食品
(烟台)有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
氯碱热电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的员工，协调3节硬卧2节硬座共
5节车厢，花费约15万元。

“明天还有一趟列车，我们

安排了 2个车厢，将拉回 4 0余
人。”烟台开发区人社局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建彬
介绍，另外，烟台开发区还将包
用整列高铁为喜星电子从辽宁
锦州接回580多名员工。

据了解，围绕招工难、复工
难，烟台开发区想方设法为企业
支招解难。此前，早已开通外地
员工返岗直通车用以接回外地
员工，截至目前，累计发车241班
次，驶进河南、河北、吉林等12个
省份，为万华化学、富士康、喜
星电子、舒朗、中鲁远洋等31家
企业运送职工4657人次；另外，
成立了协助企业招工专班，派驻
进厂工作组，设立镇 (街 )、村居
(社区)用工服务专员，整合市场
人力资源，已为富士康、喜星电
子、舒朗3家重点企业招聘员工
5400余人。

缺勤取消培训资格！
85名船员线上听课

本报烟台3月12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周洪洋) 12
日，记者从烟台海事局获悉，3月
11日，烟台辖区船员培训机构开
通“云课堂”教学，船员线上培训
正式开课，烟台海事局监管力度
不放松，确保线上培训不降标。

新冠肺炎疫情给培训机构
的教学秩序造成影响，延误了部
分船员的培训换证。烟台海事局
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出合理
化建议，对辖区培训机构进行政
策引导，助力烟台大学和烟台海

员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开展了
线上培训教学，参加在线培训学
员85人。

海事工作人员利用“海事之
眼”等科技手段对参加线上培训
船员的身份进行随机核查。3月
12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培训管理规则》，取消一名缺
勤学员的培训资格。烟台海事局
提醒广大参加在线培训的船员，
要严格遵守培训管理规则和课
堂纪律，避免因无故旷课等个人
原因导致的培训不合格。

滨海东路改造提升工程开工
全长5 . 7公里，慢行道使用彩色透水沥青

本报烟台3月12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葛永超 刘铭)

12日，记者从烟台市城管局市
政养护中心获悉，市区道路综合
改造提升工程已经开工。3月12
日，滨海东路综合改造施工现
场，在整齐有序的围挡内，一队
佩戴口罩的施工人员分组正在
对旧人行道板进行拆除作业。

现场项目经理柳立新介绍，
滨海东路综合改造提升工程是
市区道路综合改造提升工程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烟台市政府确
立的重点城市建设项目。施工范
围西起鱼鸟河大桥，东至沁水西
河大桥，全长5 . 7公里。改造后车

行道宽度约22 . 5米，人行道宽
5 . 0米，敷设雨水管道等设施，更
换安装路灯219套。更重要的是
同步建设自行车道和慢行步道
系统，慢行系统改造施工中将推
广使用彩色透水沥青，充分发挥
其良好的柔性和透水性，在提高
行人舒适感的同时，进一步提升
滨海景观带休闲功能和城市品
位。

据了解，滨海东路地处烟
台市滨海景观带东段，周边有
养马岛、里蹦岛等丰富旅游资
源，是市民和游客休闲观光的
重点区域，节假日人流、车流都
非常大。为在快速推进项目施

工的同时，尽量降低道路施工
对居民和游客出行及游览造成
的通行影响，经过认真研判，在
施工过程中采取分段封闭施工
的方式。为保障安全文明施工，
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对封闭区
域设置明显安全围挡和警示标
志，现场采取水车驻点等多种
措施防降扬尘。在防疫方面，项
目部设立专门防疫岗站；严格
履行入场人员体温检测和备案
登记制度；严格落实外来务工
人员健康证明环节；对项目部、
施工现场、作业车辆等实施严
格消毒，实现疫情防控和生产
施工两促进。

烟台建筑单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可通过保函方式缴纳

本报烟台3月12日讯(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李颖欣) 12
日，记者从烟台市住建局获悉，3
月11日，烟台市住建局印发《关
于在建筑领域推行保函方式缴
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通知》，
从即日起烟台市范围内的建设
单位和施工总承包企业缴纳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除现金方式外
还可以选择用银行保函或保险
保函形式进行缴纳。烟台市住建
局的这一重要举措既减轻了企
业资金周转负担，又进一步维护
了建筑领域农民工权益，更加快
了当前项目开复工推进步伐。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是专项
用于工资拖欠问题发生时直接
向农民工支付的预留款项，由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分别按工程合
同总造价1%的基准比例缴存，
由住建部门、缴存单位及银行共
同监管。推行保函制度后，缴存
单位可以以银行或保险公司出
具保函的方式替代现金缴存，该
保函必须是具有见索即付性质
的独立保函，且生效后不可撤
销。当工程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
工资需动用保函时，凭住建部门
书面通知，保函资金将于3个工
作日内划转至指定账户，用于支
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通知》规定，近三年内存在
因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被记入

“不良信用信息”、列入“黑名单”
或发生群访事件等情形的企业，
不具备使用保函资格。

烟台大悦城向奇山医院医护人员
捐赠1000支护手霜

近日，烟台大悦城及会员，
联合招商银行烟台分行，向烟台
市奇山医院捐赠的1000支护手
霜，顺利交接完成。

烟台大悦城及招商银行烟台
分行，共同发起“你的‘手’护神”
公益活动，向烟台新冠肺炎重点
收治医院烟台市奇山医院的医护
人员，送去慰问和关爱，希望他们

在抗疫前线，在守护好病人的同
时，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

为了这次公益活动，烟台大
悦城广泛发动会员“众筹积分”，
共有近500名会员众筹了约40万
积分，大悦城将积分折现，与招
商银行烟台分行一起，购买了
1000支护手霜，并送到了奇山医
院。


	J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