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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B02 城事

本报烟台5月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今年5月8日是第73个“世
界红十字日”，本次活动主题为

“助力疫情防控，红十字‘救’在身
边”。5月7日上午，烟台市红十字
会、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举行
新闻发布会和“红十字博爱周”活
动启动仪式，向市民介绍烟台市
红十字事业发展状况的同时，还
对烟台市见义勇为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先进群体提出表彰，并为莱
山区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驰援武汉
及协助当地进行疫情防控的志愿
者发放慰问金等，表彰先进的同
时也希望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到红十字事业当中。

发布会现场，烟台市红十字
会常务副会长岳新介绍了烟台市
红十字事业发展状况和“红十字

博爱周”活动安排，总结了2020年
全市红十字系统助力疫情防控捐
赠工作情况。

截至5月3日24时，全市红十
字系统募集捐赠款物16901 . 32万
元(资金：9639 . 81万元；物资：
7261 . 51万元)，其中市本级接收
捐赠款物8951 . 68万元，共有43家
爱心企业和个人捐款超过50万
元，10家爱心企业捐赠物资价值
超过50万元。捐赠额位居山东省
红十字系统第一，烟台市公益组
织第一，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烟台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
长雷兴华表示，造血干细胞捐献
是一项伟大的公益事业，体现了
博爱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
崇高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
精神的具体体现，全市广大干部
群众要认真学习先进群体的崇高
精神，大力弘扬救死扶伤的社会
风尚，主动参与见义勇为事业和
红十字事业，为建设平安烟台、正
气烟台、和谐烟台、博爱烟台做出
积极贡献。见义勇为，弘扬正能
量，需要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关
心、参与和支持。呼吁社会各界人
士踊跃报名参与到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的队伍中来，奉献爱心，
挽救生命。

防疫期间，烟台市红十字会
一直在奔忙。烟台市红十字会副
会 长 尼 安 宁 介 绍 了“ 暖 阳 行
动——— 新冠肺炎困难家庭救助
项目”和“抗疫血浆 生命火
种”——— 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

浆行动，并倡议全社会开展无偿
献血。他强调，大力弘扬红十字
精神，广泛传播红十字文化，全
方位宣传报道红十字基层工作
者、志愿者、捐献者及其支持他
们的亲属，特别是要树立无私奉
献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典型
代表，让博爱烟台、温暖港城的
文明之花在烟台大地绚丽绽放。

会上，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
长雷兴华、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
长岳新等领导为王丽华等9名烟
台市见义勇为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先进群体代表颁发证书；烟台
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席运营官、集团副总裁王锋
为烟台市莱山区红十字蓝天救
援队李言国等4名驰援武汉、协
助当地进行疫情防控的志愿者

发放慰问金；市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调研员潘栋岩为新成立的
烟台市红十字精神传播志愿服
务队授旗。

最后与会领导共同启动主
题为“助力疫情防控 红十字

‘救’在身边”的5·8红十字博爱
周活动。活动期间，市县两级红
十字会将围绕持续助力常态化
疫情防控、助力推进全面复工复
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帮扶关爱
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集中组
织开展一系列社会宣传和志愿
服务活动，并将在滨海广场投放
传播红十字文化的相关视频，结
合2020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普及
疫情防控和防灾减灾知识，提高
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
能力。

9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获表彰
“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启动，集中组织开展一系列社会宣传和志愿服务活动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域检查第四分局挂牌成立

本报烟台5月7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王雁) 5月7日，
记者了解到，按照省编委关于设
置省药监局派出机构的批复，5月
7日，省药监局区域检查第四分局
正式挂牌成立。四分局的主要职
责是负责烟台威海两市辖区内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环节的
现场检查、复查工作，查处相关违
法行为；负责区域内药品批发、零
售连锁总部、互联网销售第三方
平台的现场检查、复查工作，查处
相关违法行为。

据介绍，作为省药监局派出机
构，区域检查分局的成立，标志着
药品监管体制进入一个新阶段，是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
动药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体现。第四检查分局将严
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
总要求，坚持“守底线保安全，追高
线促发展”工作目标，认真履职尽

责，依法加强药械化监督检查，严
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密切与地方
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履行
好属地监管责任，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用药、用械、用妆安全。同时，处

理好保安全与促发展的关系，改进
工作作风，发挥好了解政策、便于
上下沟通的优势，提供近距离专业
化服务，全力促进区域医药产业高
质量发展。

局部暴雨，阵风9级
烟台人8日将迎降雨大风“双重考验”

本报烟台5月7日讯(记者
马杰 通讯员 郭磊) 7日，
记者从烟台市气象台获悉，烟
台8日将迎来一场大范围降雨
和大风天气，市民外出请带好
雨具。

烟台市气象台和烟台市海

洋气象台5月7日15时30分发布
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气旋影
响，预计8日早晨到夜间，全市有
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东到东
南风，海面6-7级逐渐增强到7-8
级阵风9级，陆地4-5级转5-6级
阵风7-8级。请注意防范。

五一假期期间，排水工程不停歇

烟台排水完成30条街巷清挖疏通
本报烟台5月7日讯 (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张雪林) 5月7
日，记者从烟台市城管局排水中
心获悉，五一假期期间，该中心
负责的市政公用排水设施养护
维修、污水处理、节日值班、疫情
防控等工作平稳运行，有力保障
市民出行安全及市容环境整洁
良好。

在节日期间，排水服务中心
对市区重点部位排水设施进行
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和
处理，到目前为止，完成红旗西
路、新桥西路、滨海中路、胜利南

路等30条街巷的清挖疏通，共清
挖各类检查井3500余座，疏通各
类管道6300余米，起垫各类检查
井近50座，修换各类井盖、井座20
个，确保了设施完好率。

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方
面，密切关注进水水质及天气变
化，对污水处理工艺进行实时动
态调控，保证了出水稳定达标，
套子湾、辛安河两大污水处理厂
共处理污水186 . 33万吨，出水水
质均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A标准。做好水质监测工作，

对套子湾、辛安河、南郊三个污
水处理厂进出水和外围截流口、
工艺调试环节、套子湾污泥消化
项目和再生水项目等进行监督
检测，共检测水样230余个，出具
数据950个；再生水供水量27万
吨。排水工程建设方面，节日期
间福山区污水主干管道扩建工
程、芝罘区化粪池及附属设施改
造完善工程等加紧施工，通过加
强施工现场文明规范管理，市容
环境整洁有序。投诉处理方面，
共受理各类投诉24起，均在规定
时间2小时内处理完毕。

克服困难，及时检验

日前，烟台市特检院危化品
容器检验研究中心接到7辆液化
气体汽车罐车检验申请。面对检
验时间短、检验任务重的实际情

况，检验工作人员高度重视，及
时沟通，检验人员第一时间进驻
场地准备接车检验。

(通讯员 金鹏)

高新区市政道路路面设施整治拉开帷幕

47条道路开始整治，5月底前完工
本报烟台5月7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王丽媛 于海 孟
欣) 5月7日，记者从烟台市市政
养护中心获悉，烟台高新区市政
道路路面设施整治拉开帷幕，此
次整治将对高新区内47条主次干
道路面设施进行全面整治，预计5
月底前完成。

5月4日，在海博路道路养护
现场，身穿“市政养护”反光背心
的工人师傅正对道路路面网裂进
行重新铣刨铺设。现场施工负责
人张吉庆师傅告诉记者，本次沥

青修补计划对辖区47条主次干
道，4600平米病害沥青路面进行
养护维修，前期已经对辖区所有
道路网裂、病害进行了摸底，施工
过程采取先铣刨，后铺设的原则，
用专业机械铣刨后，然后人工清
扫沟槽，喷洒乳化沥青结合油，最
后铺设细粒式沥青混凝土。施工
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施工工作
要求，施工区域内采取防尘、降尘
处理，尽最大努力将施工给辖区
居民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

据高新区住房和建设管理

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高新区市
政养护工作将与创城工作相结
合，加大市政设施综合整治维修
力度，狠抓养护维修工作质量，
认真解决道路坑洼、沿石不整、
侧石松动断裂、道板破损等一切
影响交通的问题，全面提高市政
设施完好率。同时，积极探索市
政公用设施养管新模式、新技
术，进一步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基
础资料、养护标准，以高标准、高
质量、高效率保证辖区居民、车
辆安全出行。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推出30元专业套餐

“30元就能做专业男科检
查”，还有“治疗最高援助1000
元”“知名的专家亲诊”？没错，
为了共克时艰，作为烟台男科
医院的旗帜，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在五月推出男性健康惠民
月活动：原价数百元的每类检
查套餐只需30元；数十项国内
前沿技术和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特色技术援助200-1000元。
此外，烟威地区泌尿外科权威
付成军教授、不孕不育界的巨
擘胡乃荣主任、荣获四项市级
医学科研成果奖的周振辉主
任等数十位男科领域的知名
专家亲诊。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特推出
了30元男科专业检查套餐：30
元查前列腺、30元查包皮包茎、
30元查性功能、30元查生殖感
染、30元查性病、30元查男性不
育。

为减轻大家的负担，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同样推出了一系
列惠民举措：治疗早泄的第二
代阴茎脱细胞生物补片技术援
助1000元；治疗阳痿的TP性细

胞激活技术援助800元；治疗前
列腺的ECO前列腺治疗系统援
助200元；治疗泌尿感染的中西
医结合疗法援助200元；治疗尖
锐湿疣疱疹等性传播疾病的联
合治疗技术援助200元；包皮手
术手术费援助780元；治疗精索
静脉曲张、疝气、腋臭、痔疮的
微创手术援助200元。

此外，本次活动尽管是为
了惠民，但是担任本次活动亲
诊专家的，都是实打实的本地
名医。

付成军教授，在烟威地区
泌尿外科领域享有很高的声
誉，是大家公认的权威专家。他
采用德国铥激光技术做的前列
腺增生微创手术，切除的增生
组织更多，损伤更小、出血更
少，恢复更快。

胡乃荣主任，开创了十步
快孕疗法，怀孕快、效果好。

周振辉副主任医师是市级
医学科研骨干，荣获市级医学
科研成果奖四项，擅长各种泌
尿外科微创手术。预约电话：
2996666。

开展报告质量互评

为有效落实2019年度问
题整改清单要求，切实提高
报告出具工作质量，近日，烟
台特检院机电二中心全体检

验人员组织开展2020年一季
度检验报告质量互评互审活
动。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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