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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隋旭东) 今年8
月8日是我国第12个“全民健身
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的全民健身活动与往年相比，更
具特殊意义。今年“全民健身日”
活动主题是：推动全民健身 助
力全面小康。6日，记者从2020年
烟台市全民健身日暨山东省体育
消费季试点城市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赛事方面，8月8日至8月16日，
烟台市级共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
动6个，各社会体育组织举办7个，
各县市区举办45个;到9月底，市
级还将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2

个，各社会体育组织举办31个，各
县市区举办48个。

重点比赛活动有：举办2020
(第十七届)烟台国际武术节。这
次武术节将于8月8日，在昆嵛山
武校举行开幕式，一直持续到8月
29日。项目包含武术、跆拳道、青
少年散打、对抗项目、“健康中国

英雄少年”武术才艺展示活动
等，已有1000多人报名参赛，将采
取线下线上结合、分赛区的方式
进行比拼展示。

举办2020烟台马拉松线上
赛。为响应广大跑步爱好者愿望，
今年9月下旬，将以线上赛形式，

举办烟台马拉松比赛，分为5KM、
10KM、半程马拉松、马拉松4个级
别，比赛不限参与地点，全国各地
个人/跑团/组织/机构均可参赛，
在规定时间范围内上传跑步轨迹
截图。同时，为预热比赛，举办跑
动烟台特色文化线路打卡拍照活
动、“蓄力2020烟马”赛事公益训
练营、“实力跑将”每日运动打卡
挑战赛三个活动。整个赛事活动
安排将于8月中旬向社会发布。

举办第十四届和谐杯国际体
育舞蹈公开赛。这项赛事经过13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国该项目4
大重要赛事之一，是华东六省一

市最大的体育舞蹈赛场。今年将
于8月22日在烟台市体育馆正式
开幕，届时将有40多支代表队，
700多人参加比赛。

举办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系列赛事。今年共将举办31个比
赛项目。受疫情影响，一些项目采
取了分时段、分赛区的方式进行，
大多都集中在8-9月份全面展开。
足球联赛每周末上演，超级组、甲
组、乙组30支队伍分别进行积分
赛，每场比赛进行网络现场直播。
篮球联赛各县市区赛区的比赛正
在火热进行，最终各县市区冠军
球队将进入决赛，烟台的最终冠

军球队还将与威海的冠军球队进
行比赛交流。8月9日，羽毛球比赛
(西部赛区)继续进行，经过4个赛
区激烈角逐，将在8月23日进行总
决赛。8月9日还将举行大众健身
项目挑战赛福山赛区的比赛。8月
下旬，5个赛区的优胜选手将进行
总决赛决出最强健身达人。另外，
围棋、乒乓球、门球、航模等等比
赛也将陆续拉开帷幕。

各县市区各体育组织活动亮
点纷呈。按照统一安排，各县市区
各体育组织发挥各自优势，根据
实际情况，举办了一大批体育赛
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健身需求。

2020烟台马拉松线上办，9月开赛
全民健身日活动亮点纷呈

烟台开展假冒伪劣食品集中销毁活动

货值超百万元的伪劣品被销毁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立晓) 8
月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近期，烟台市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支队在烟台市开发区鑫广绿
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罚
没的酒类、桶装水等假冒伪劣
食品进行了集中销毁，重量近
20吨货值超百万元。

2020年以来，烟台市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支队坚持将深入
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作为
工作的总抓手，以确保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为己任，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狠抓
落实，先后查办食品类案件数
十起，对全市的35起食品类违
法案件进行了集中曝光，有力
震慑了食品违法行为。

据悉，此次集中销毁是市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打击食
品违法行为系列行动的一环，
下一步，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
队将不定期地对食品违法行为
进行集中曝光，对涉案物品进
行集中销毁，以实际行动扎实
推进新形势下的市场监管执法
工作，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市场监管局首次开展成品油快检
20个样品全合格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王亚荣) 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
获悉，近期，烟台市市场监管局首次
开展成品油快检，共检测加油站7
座，样品20个，检测指标项目全部合
格。

烟台市首次开展对部分加油站
在售油品质量的快速检测。7月30-

31日，在省质检院技术人员支持下，
烟台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当前成品油
监管形势工作需要和省局工作安
排，在莱山、莱阳部分加油站采取随
机选择形式，对在售的油品质量进
行了现场快速筛查检测，共检测加
油站7座，样品20个，检测指标项目
全部合格。快检形式的推行，有效震
慑了加油站违法经营行为。

提前半年
烟台实现在用电梯应急处置全覆盖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洪安) 6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在全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和电梯维保单位的共同努力
下，经过近四个月的艰苦努力，全市
在用的38185台电梯全部录入烟台
市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系统，实
现了全市所有在用电梯应急处置全
覆盖的工作目标。

据了解，烟台市市场监管局于
2019年9月底建设完成烟台市电梯
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并于11月18日
正式将电梯平台投入使用，今年又
克服疫情影响，将原计划2020年底
前覆盖全市所有电梯的工作目标提

前到今年6月底完成，提前半年实现
了应急救援覆盖全市所有在用电
梯，极大地提高了全市在用电梯的
应急处置能力。

电梯平台自2019年11月18日投
入运行以来，共接市民电话4267通，
处置电梯故障总数904起，其中困人
故障538起，非困人故障366起，解救
被困人员1030人。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平均用时12 . 87分钟，现场实施救
援平均用时4 . 93分钟。

从平台半年多运行情况看，电梯
平台有效解决了过去电梯困人处置
中存在的应急响应不通畅、救援不及
时、处置不专业、信息不透明等问题，
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乘梯安全。

烟台7月水文数据盘点

降水分布不均，海阳南部降水超300毫米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张
菁 通讯员 毕庶刚) 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市水文
局获悉，7月份，烟台全市降水时
程分布不均匀，强降水主要集中
在中、下旬，上旬降水量相对较
小。上旬，全市平均降水量25.3毫
米，占月总降水量的17.0%。中旬，
全市平均降水量68 .9毫米，占月
总降水量的46.2%。下旬，全市平
均降水量54 .8毫米，占月总降水
量的36 . 8%。该月累计平均降水
量149 . 0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多
91 .7%；比历年同期偏少19 .0%。
各县市区降水量与去年同期相
比，偏多8 .5%～390 .3%；与历年
同期相比，芝罘区、莱山区、高新
区、牟平区、昆嵛区、海阳市偏多
2 .1%～28 .0%，其他各县市区偏
少14.2%～60.3%。

根据雨情信息统计看，入汛
以来，烟台全市平均降水量240.5
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多83.4%；比
历年同期偏少7.8%。各县市区降

水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偏多12.4%
～273.7%；与历年同期相比，芝罘
区、莱山区、高新区、牟平区、昆嵛
区、莱阳市、海阳市偏多0 . 1%～
33 .9%，其他各县市区偏少5 .0%
～39.7%。

1～7月份，全市平均降水
量459 . 5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多
1 3 3 . 2 % ；比历年同期偏多
22 . 5%。各县市区降水量与去年
同 期 相 比 ，偏 多 6 4 . 9 % ～
303 . 2%；与历年同期相比，长岛
偏少8 . 1%，其他各县市区偏多
2 .3%～59 .3%。

据了解，7月份降水多为阵
雨或雷阵雨，地区分布不均匀。
福山区、莱山区、牟平区、昆嵛
区、莱阳市和海阳市等地的南
部，以及栖霞市东南部等地区
降水量超过200毫米，其中海阳
市南部沿海地区降水量在300
毫米以上；莱州市西南部和东
部的部分地区，招远市东南部
和北部，龙口市北部，以及蓬莱

市的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在100
毫米以下，局部地区低于50毫
米；其他地区降水量在100～
200毫米之间。最大点雨量为海
阳市凤城站341 . 0毫米，最小点
雨量为蓬莱市登州站45 . 0毫
米，最大点为最小点的7 . 6倍。

7月，全市出现2次较大范
围的降水过程。最大过程发生
于7月22日～23日，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49 . 6毫米，最大点降水
量为海阳市凤城站186 . 0毫米，
最小点为长岛大黑山岛站5 . 5
毫米。

水库水情方面，2020年7
月份，全市大中型水库总入库
水量4443万立方米(含胶东调
水117万立方米)，总出库水量
4328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
总入库水量为1155万立方米，
总出库水量为1622万立方米；
中型水库总入库水量为3288
万立方米，总出库水量为2706
万立方米。

烟台开展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行动
严查密集场所无证无照经营

本报烟台8月6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孙洪安 黄浩) 8月
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烟台市
市场监管局部署开展无证无照经营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无证无照
经营行为，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证
照管理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释放发
展活力，进而促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推动烟台市市场主体健康有
序发展。此次专项行动自8月初开
始，至12月20日结束。

按照“突出重点、疏堵结合、分
类整治”的原则，此次专项行动将对
烟台市存在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做
到“四个一批”，即规范一批，对无须
取得其他部门许可的无照经营行
为，其经营条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督促引导其限期办理营业执照
登记手续，使其合法经营；整改一
批，对暂不符合规定要求，但是通过
限期整改符合条件的，及时核发相
关证照；查处一批，对不及时整改或
者存在群众反映强烈的严重安全隐
患、危害人身健康、破坏公共资源、
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扰乱市场和社
会秩序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要坚决
予以查处；通报、移送一批，对不属
于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职责范围的，

要及时抄告法律、法规规定的主管
部门，发现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

此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区
域是车站、集贸市场、校园及周边、
居民小区(含出租屋)、写字楼、商业
集中区、旅游景区等人口密集的场
所，城乡接合部、农村偏远地区等无
照经营易发的地区；整治的重点对
象是从事涉疫物资、食品、农资、餐
饮、美容、文化娱乐、电子游艺、互联
网上网服务经营、房地产、液化气经
营存储、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机
动车维修、校外托管、图书音像制
品、投资理财、信息咨询、电子商务
等等行业，及其它涉及危害人身健
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威胁公共利
益和安全、破坏环境资源的无证无
照经营行为；整治的重点内容主要
是查看是否办理相关证照、是否超
出经营期限、是否亮照经营、是否存
在登记事项与实际经营活动不相符
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通过专项整治，积极引导市场
主体持证照合法经营，有效消除风
险隐患，确保烟台市不发生因无证
无照经营造成重大安全事故、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或造成一定社会影响
的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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