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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B02 城事

本报烟台5月11日讯(记者
钟建军 实习生 修杨 通讯员

王聪 夏盛 张震) “我们真
诚希望，通过此次推介大会，让大
家更多地了解烟台开发区、走近
烟台开发区、爱上烟台开发区、创
业在烟台开发区，我们将竭诚为
大家提供最优越的政策、最优质
的服务，让我们携手并进、共享机
遇、共赢未来。”5月11日上午，在
中韩(烟台)产业园、中日产业园、
烟台国际招商产业园开发区片区
全球网络直播招商推介大会上，
烟台开发区管委主要负责人通过
网络在线形式向全球发出邀请，
诚邀每一位“城市合伙人”，共享
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此次主题为“抢抓自贸时代

新机遇、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的
推介会邀请了三类500强及重点
企业代表、国际招商顾问、留学人
员代表、国家级人才，在谈、在建
项目及中介机构相关负责人等
300余人参加。通过直播形式向全
球展示了烟台开发区投资环境，
重点推介中韩(烟台)产业园、中
日产业园及烟台国际招商产业园
开发区片区产业情况，中、韩、日、
英四种语言同时在线观看人数累
计突破百万。

“中韩(烟台)产业园、中日产
业园、烟台国际招商产业园开发
区片区三大园区与自贸区、综合
保税区在空间规划上互为补充，
在产业导向上各有侧重，形成战
略叠加效应，‘三园两区’的优势

全国少有。”该负责人说，疫情防
控下，烟台开发区坚持防控、招商

“两手抓、两不误”，将“面对面”改
为“屏对屏”，与全球客商和广大
网友相约网络云空间，全面展示
烟台开发区新形象，分享发展新
机遇，诚邀各界朋友共绘蓝图。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现场签
约了总投资215亿元的12个项目，
涵盖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
代海洋、医疗健康、现代服务业等
多个“十强”产业。其中三类500强
项目2个、全球行业领军企业8个、
总部经济项目5个、过亿美元或过
20亿元项目4个，投资领域分别来
自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台湾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打开地图，你会发现，烟台

开发区区域内集聚空港、海港、
保税港和高铁站，‘三港一站’快
捷便利，中韩轮渡、中欧班列东
西延伸，这种区位优势对于我们
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企业至关重
要。”本次推介上签约的香港美
熙医用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张剑
钢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他曾多次
到访烟台开发区与招商部门沟
通，无论是产业基础、政策要素
还是人文环境，烟台开发区都具
备无可比拟的优势，对公司到此
投资充满信心。

“我们是烟台本地成长起来
的企业，依托开发区的投资环境，
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实现了几何
式的增长。这次签约既是对开发
区过去的肯定，也是对开发区未

来的展望。”创为动力电池项目负
责人张立磊说，当前，开发区正处
在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作为一个新开发区人自己也
要为这片热土拉拉人气，希望更
多客商来此投资兴业。

据了解，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自1984年建区至今，累计45个
国家和地区企业来区投资，外商
投资企业1700多家，世界五百强
项目88个。11个科技产品市场占
有率全球第一，114个产品位居全
球或全国前五，211项技术成果国
际首创或国际国内领先。先后荣
获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全
国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国家知识
产权试点园区、联合国绿色工业
园区等称号。

开发区全球邀约“城市合伙人”
三大产业园网络直播招商推介大会上，总投资215亿的12个项目签约

振华杯“春暖烟台·遇见美好”视觉大赛开始投票啦
本报烟台5月11日讯(记者

梁莹莹 赵玲玲) 春暖烟台，遇
见美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
里，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有的
一家老小相伴踏春，有的爱人伴
侣携手出游，有的亲子寻梦春天。
幸福的故事里，还有果蔬合作社
里樱花开，鱼菜肥的景象，有长岛
渔民驾船收割海带的场景；有鸟
语花香的花海，也有璀璨烂漫的
星空……这些故事，都被我们收集
在振华杯“春暖烟台·遇见美好”视
觉大赛的一千多幅作品之中。

振华杯“春暖烟台·遇见美
好”视觉大赛由振华集团冠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市摄
影家协会主办，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烟台融媒中心承办，恒大集
团烟台公司赞助、舒朗集团提供
礼品，烟台市会展业服务中心支
持，烟台市芝罘区微电影艺术家
协会、山东新影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协办。面向烟台市民征集
照片和视频作品，活动启动以

来，深受广大市民和摄影爱好着
喜爱，截止到5月8日24时，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中心共
收到数百位摄影爱好者的作品
1021幅，参赛作品来自烟台市各
县市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
台融媒中心择优对其中的优秀
作品进行了展示。现在，拼口碑、
拼实力的时候到了，网络投票环
节闪亮登场。

本次大赛网络投票占比
30%，专业评委打分占比70%。合
计分数为参赛选手的最终参赛
结果，由此产生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和参与奖。在网络投票中
票数领先的，将获得网络最佳人
气奖。投票时间：5月11日起至5
月17日24时。

大赛为参赛者准备了精美
礼品。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
2000元现金；二等奖2名：1000元
现金；三等奖3名：价值698元时
尚女包一个；优秀奖10名：价值
380元丝巾一条；参与奖45名：价

值200元洗牙卡一张。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大赛特

别设置了网络最佳人气奖：3名，
可获得舒朗集团提供的精美礼
品一份。

还等什么呢？快来为你喜欢
的作品投上一票吧。投票方式看
这里。
投票方式：

1 .下载齐鲁壹点，进入烟台
频道—振华杯“春暖烟台·遇见
美好”视觉大赛网上投票专题，
勾选出您心目中的好作品进行
投票；

2 .每人每天可投30票，可为
任意选手投票。

烟台30名护士
获“烟台好护士”荣誉称号

本报烟台5月11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刘丽 ) 11
日，记者从烟台市卫健委获悉，
在第109个国际护士节、现代护
理事业创始人南丁格尔女士诞
辰200周年之际，由市卫生健康
委、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红十
字会联合开展的“烟台好护士”
推选活动揭晓，共有30名护士获
此殊荣。

据介绍，为弘扬南丁格尔精
神，展示烟台市护理队伍良好的
精神风貌和职业风范，深化医德
医风建设，培树卫生健康系统先
进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激励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广
大医务人员更好地为人民健康
服务，市卫生健康委等单位联合
开展“烟台好护士”推选活动。经
各县市区卫健局和委直属单位

推荐、市卫生健康委审核、组委
会评选、媒体公示，共评选出“烟
台好护士”30名。

她们爱岗敬业、积极进取，
用真诚和微笑对待每一位患
者，细心护理，践行南丁格尔誓
言；她们恪尽职守、无私奉献，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主动请缨，自愿奋战抗疫最
前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得到
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是“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

另据了解，烟台市卫生健康
委在庆祝国际护士节期间，将开
展护士“重温誓言”、护理科普、

“寻找身边榜样”短视频征集以
及“我的白衣荣光”征文大赛”等
活动。

获奖名单来啦！“童心抗疫·朗润童心”美文诵读及少儿K歌大赛收官
本报烟台5月11日讯(记者

张菁) 全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
协力共战“疫”。自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烟台融媒中心与烟台市“网
上青少年宫”共同发出“童心抗
疫·朗润童心”美文诵读活动的邀
请函以来，全市少年儿童和家长
积极参与，大家在“非常时期”迅
速掀起了一阵“线上冲锋”。此外，
由共青团烟台市委、烟台市少工
委主办，烟台市青少年宫、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中心共同
承办的烟台市少年儿童网络“抗
疫”K歌大赛活动也取得圆满成

功。活动展示出了同学们抗疫的
热情和决心，用歌声为烟台、为武
汉、为中国加油。

“童心抗疫·朗润童心”美文
诵读活动共收到一百二十余名朗
诵者提交的视频作品，小朗诵者
们选材优良、内容多样，既有经典
诗作，也有传递爱与希望、致敬英
雄的励志诗篇。孩子们和家长用
心录制，既有精美的背景图片，也
有和谐优美的配乐，孩子们用充
满童稚又自信的声音为大家献上
了一篇篇经典美文。

经过专业评选，共选出“抗疫

小卫士”13名；“最佳朗诵奖”19
名；“最佳风采奖”12名；“优秀指
导教师奖”5名。难能可贵的是，其
中有9篇作品获得“优秀原创奖”，
小朗诵者们用语言的魅力传递着
爱与团结的强大力量。

小小的镜头有着大大的能
量，短短的视频包含着深深的情
意，纯净而有力量的琅琅之声，为
这场抗疫之战输送力量，向奉献
者表达敬意和祝福，为中国加油
助力。

烟台市少年儿童网络“抗疫”
K歌大赛活动，短短十几天的时

间里就有100多首作品汇集而来。
疫情期间，虽然大家隔离在家，条
件有限，但是小歌手和家长们各
显神通，有的利用网络k歌软件录
制作品；有的用视频编辑软件制
作出了精彩的作品；有的全家齐
上阵，用亲子演唱的形式演绎鼓
舞人心的歌曲。100多首作品中还
有多首为抗击疫情专门创作的原
创作品。

经过专业评选，共选出“最具
正能量奖”6名，“最具爱心奖”7
名，“抗疫小卫士”4名，“优秀原创
奖”2名，“最暖家庭奖”2名，“优秀

指导教师奖”6名。
获奖名单公布后，具体领奖

时间另行通知，敬请社会各界朋
友多加关注烟台市青少年宫及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上的信息。

莱州市纪委监委
搭建“六位一体”廉政宣教平台

今年以来，莱州市纪委监委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搭建“六位
一体”廉政宣传教育平台，即一
部片、一本书、一台戏、一漫画、
一月刊、一专栏，筑实筑牢广大
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思想防线。

一部片，即选取近年来发生
在莱州本地党员干部身边的违
纪违法典型案例，拍摄警示教育
片《失守的底线》；一本书，即编
发《莱州历史优秀廉政故事荟

萃》乡土教材，以故事的形式再
现了255名在莱州成长或活动的
古代廉吏；一台戏，即创排以“反
腐倡廉、弘扬正气”为主旨的廉
政大戏《四知太守》；一漫画，即
将本地廉政文化与漫画艺术相
结合，创作一系列漫画故事；一
月刊，即创办机关内部党风廉政
月刊《莱州纪检监察》；一专栏，
即在当地媒体开设专栏，弘扬主
旋律、唱出正能量、讲好廉政故
事。(通讯员 莱纪轩)

防灾减灾在行动
今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防灾减灾日，5月

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记者从烟台市应
急管理局获悉，10日上午，应急管理局联合11个
减灾委成员单位在防灾减灾主题广场(福莱山公
园东门)举办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活动
现场设置了宣传拱门、咨询服务台、应急装备展
示区等，宣传各类防灾减灾知识和自救互救技
巧。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参展产品包括预警监测、
安全防护、家庭防盗、应急逃生、应急救护等多种
类型。既有家庭应急包、应急保温毯等应急产品，
也有烟感报警器、智能插座、安全座椅等防护用
品，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居民王女士在参
加活动后说：“这样的宣传非常好，主题广场建设
得也十分有意义，让我们知晓了如何安全用电、

用气和安全出行等，知道了很多防灾减灾和自救
互救的知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王冬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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