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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9月3日讯(通讯员
孙洪安 记者 秦雪丽) 9月3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在日前召
开的全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上，
烟台市作为典型进行了交流发
言。目前，烟台市已经初步建成疫
苗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实现了疫
苗监管工作标准化，将为实施“数
字市场一体化监管平台”疫苗监
管项目建设提供标准操作指南，
有力推进“互联网+监管”进程。

疫苗产品涉及国计民生，关
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近年来，烟
台市把保障疫苗安全作为政治任

务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以
提升疫苗质量安全监管水平为重
点，推动多方共治，强化部门联
动，厘清分工责任，完善监管机
制，疫苗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初步
建成。今年3月，烟台市印发了《关
于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实
施意见》，明确了各级政府、有关
部门在疫苗监管中职责，建立了
多方共治的全环节、多链条疫苗
监管体系。对疫苗使用单位电子
追溯信息提供、疫苗接收、购进、
储存、配送、供应记录、疫苗接受
冷链温度落实等责任事项逐一进
行了细化，达成了部门职责边界

共识，形成了各负其责、齐抓共管
的高效协调配合机制。同时，将市
疾控中心纳入协作机制，疫苗销
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信息共享、
应急机制、电子追溯落实、信息通
报等方面的工作更加顺畅高效，
促进了各项监管目标任务的落
实。

疫苗监管能力全面提升。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组织10名经验
丰富的一线执法人员，采取“每
日一讲”“每日一题”“网络课堂”
的方式，对全市221名基层药品
监管人员进行专题培训，提升基
层执法人员对药品和疫苗产品

精细化、专业化科学监管理念。
将基层市场监管所所长药械化
监管业务知识培训纳入市委党
校的专题培训，组织基层监管人
员参加了省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的培训。

为提高疫苗监管工作效能，
遵照“直观简洁、菜单操作”的原
则，制定了疾控机构和疫苗接种
点两个检查标准和检查项目清
单，明确了检查项目、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违法处罚条款，分门
别类，统一条目，分别制成文字
版和表格版，涉及22个条款，22
条记录，4项罚则判定，实现了疫

苗监管工作标准化，为实施“数
字市场一体化监管平台”疫苗监
管项目建设提供了标准操作指
南，有力推进了“互联网+监管”
进程。

针对疫苗监管工作的特殊
性，烟台市市场监管局集中骨干
力量，启动疫苗监管“流程优化”
工作。目前，已整理形成154个标
准制度、86个流程框架图。下一
步，烟台市将将以迎接NRA评估
为契机，进一步提升烟台市疫苗
监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
水平，确保烟台市疫苗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

烟台初步建成疫苗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制定疾控机构和疫苗接种点检查标准和检查项目清单

执行再行动
9月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开发区人民法院获悉，近

日，该院开展“烟台专项执行再行动2020”第二轮行动，对长期拒不配
合还款的11名被执行人展开“地毯式”搜寻，拘传3人，和解案件2件，和
解金额506894 . 5元，执行完毕案件2件，执行到位金额490894 . 5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刘禹锡 摄影报道

烟台5人入选乡村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本报烟台9月3日迅(记者 李
楠楠 ) 从山东省教育厅获悉，
2020年全省248名教师入选山东
省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
划，烟台有5人上榜，每人一次性奖
励5000元。

据悉，本次遴选范围为在乡
村学校(含乡中心校、村庄学校、
教学点)任教的在职在编教师，
乡中心校正职校长除外。年龄原
则上在3 5岁以下 (出生日期在
1985年1月1日之后)，在乡村学
校任教5年以上，目前仍在乡村

学校任教。要热爱乡村教育事
业，教学态度勤勉，教学思想先
进，教学方法科学，教学业绩突
出，教学能力过硬，作为县级及
以上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

烟台5人上榜，分别是：宋倩
海阳市郭城镇第二小学、张蕾
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中心小

学、王椿惠 莱阳市岚子初级中
学、杨鹏蓬 蓬莱北沟镇学区中
心学校(西城小学)、刘瀚阳 莱
阳市沈家初级中学。

中国人寿方阵推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
年。中国人寿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为助力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落地
贡献国寿力量。日前，中国人寿
发布实施《关于服务“六稳”、

“六保”大局的工作方案》，26条
举措充分展现金融央企使命担
当，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上，中国人寿建立充分适应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的高质
量、高效率管理体制，为大湾区
提供投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服
务。在近期中国人寿列明的
2020年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十大重点任务中，还进一步
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金融保险
核心功能，奋力在融入和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实现高质
量发展。

中国人寿充分发挥综合金
融优势，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
精准切入，多点、多面、立体结
合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截
至2020年上半年末，中国人寿
支持大湾区建设存量投资规模

达945亿元。集团成员单位广发
银行在澳门首创工程融资领域
的无追索权保理业务，单笔工
程保函金额 4 7 . 5亿元。截至
2020年上半年末，广发银行在
大湾区各项贷款达4219亿元。

中国人寿财险全力拓展工
程险、责任险等非车险的发展，
不断创新业务模式，提高承保
能力和服务水平，还成立大湾
区保险项目部，全力支持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标杆。2020年上半年，为大湾
区经济社会和重大项目建设等
提供风险保障超7600亿元，同
比增长25%。

此外，中国人寿还设立粤
港澳大湾区投资中心，整合投
资力量，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就
地就近就便开展投后管理。

为更好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中国人寿专门研究制定

《中国人寿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行动方案》(下称《方案》)，
切实压紧压实服务责任，方阵
推进各项工作，努力将服务大
湾区建设工作做到点上、落到
实处、干出成效。

中国人寿加快推进境内外
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不断提
升在大湾区金融保险服务民生
的能力。中国人寿海外公司发
挥香港医疗差异化优势，着眼
于跨境优质医疗资源整合，探
索大湾区居民大病医疗补充保
险跨境联保一体化解决方案，
推动大湾区医疗直接连接世界
先进水平，促进大湾区整体医
疗水平提高。此外，海外公司还
探索开设大湾区服务中心，加
速科技创新，实现零距离保单
跨境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
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
域之一。中国人寿依托自身强
大实力，打造“保险+投资+银
行”一体化金融平台，全力支持
大湾区包括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道路建设、轨道交通等在内
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并充分
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险保障服
务。展望未来，中国人寿将继续
立足实际，循序渐进，高水平、
深层次、多维度，乘势而上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更高质
量的服务。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专业治疗前列腺炎

“大夫，消失了！就治疗了这么
几次，尿频、尿急的症状就消失
了！”饱受前列腺炎尿频、尿急之苦
的石先生终于在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盼来症状消失的一天。

据了解，石先生患前列腺炎
一两年了，刚开始没太在意，后来
尿频、尿急的症状加重，不到半个
小时就跑一趟厕所,意识到了问
题的严重性。他断断续续治疗了
一年多，症状有所缓解，却没有消
失。经人介绍他来到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结果短短几次治疗症状
就消失了。“这次治疗跟以往不
同，每次治疗后，我都感觉前列腺
位置暖暖的，很舒服，没想到这么
快就起效了。”

“我们能有这么好的治疗效
果，得益于医院近20年的专业钻
研。”石先生的主治医师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前列腺专家贾主任指
出，建院这么多年来，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为提高前列腺炎治疗水平

费尽心思，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
治疗前列腺炎方面取得可喜的成
果。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经过十多
年钻研，研发出治疗前列腺疾病
的中药专方制剂：清泉胶囊，与引
进的数十项代表前列腺治疗水平
的技术，如ECO前列腺多能效应
治疗系统、ZD前列腺电场磁热治
疗系统、MCVIE前列腺治疗系
统、前列腺场效消融系统、ZRL前
列腺腔道介入系统等有机结合起
来，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病
因，量身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使治疗更有针对性，经数千例前
列腺炎患者验证：效果确切、可
靠，被誉为前列腺炎治疗的“标杆
技术”。

“金秋9月收获健康”，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网上挂号仅需1元，每
种男科疾病检查套餐仅需30元，尖
端男科技术援助最高1000元。咨询
电话：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众号：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大黑山岛二级渔港升级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向公众公开“大黑山岛二
级渔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和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大黑山岛二级渔港升级改造项

目
工程选址：本项目位大黑山岛西南侧大濠

村沿海，地理坐标为东经120°36′22″，北纬
37°57′17″。

根据水文地形资料，工程所在区域强浪向
为SW向，结合现有自然条件，防波堤兼码头轴
线从现有大濠村小码头处向东南方向延伸
80m，随后向东转100°角延伸70m，防波堤兼
码头总长度150 . 0m，建成后形成掩护水域约
0 . 9万平方米，对W~SW~S向浪掩护效果明显，
可形成泊稳条件较好的港池。另外，为确保船
舶航行安全，防波堤堤头设置1座堤头灯。

原码头面层加高至2 .8m。
原码头外侧用5t扭王字块掩护，掩护面积

约286平方米。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黑山乡财政经管服务中心
通讯地址：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黑山乡财政经管服务中心
联系人：苟春峰
联系电话：0535-3916908、3916909
电子邮箱：767816066@qq.con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海域海岛环境科技研究院(天

津)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富力大厦704室
电子邮箱：OCEAN_ET@126 .com
四、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

式和途径
1、网络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的网络链接：

链接 : h t t p s : / / p a n . b a i d u . c o m / s /
1PmgVs4VOsTheqKNXUBXUHA

提取码:yaxh
《大黑山岛二级渔港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2、向建设单位索要纸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索要方式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项目建设所在地附近区域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

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以

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

众意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 t t p s : / /
pan.baidu.com/s/1VRMCtfAGn1R7HwqtaW-
L0A，提取码：2mg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七、公示起止时间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可向长岛海洋生态

文明综合试验区黑山乡财政经管服务中心提

出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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