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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3月2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洪安) 记
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
年以来，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坚决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决策
部署，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
突出位置，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
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

烟台市场监管领域各项安全

监管对象繁多、分布广泛，与经济
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息息相关，
其中，有13100余家特种设备生产
使用单位，特种设备113500台套，
在用92400台套；有食品生产企业
1776家，小作坊4581家，食品经营
单位 5 5 3 6 2家，餐饮服务单位
46621家；有药品零售企业4150
家，药品使用单位5954家，医疗器
械专营企业2999家，医疗器械使
用单位4061家，疾控中心15家，疫

苗接种单位439家(新冠疫苗接种
单位167家)。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坚实有力。烟台市市场监管局坚决
落实上级部署要求，全面开展起底
式、拉网式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特种设备安全，共排查企业
4332家，覆盖率33 .1%，发现各类问
题1186个，下达监察指令书239份，
整改1008个，整改率85%。

食品安全，围绕“三小”、食用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校园
及单位集体用餐食堂等排查整治
重点风险隐患单位和问题突出单
位，制定专门监管意见，完成食品
抽检1577批次，检出不合格产品
17批次，对不合格产品全部依法
严肃查处。截至目前，已检查药品
零售企业2197家，检查药品使用
单位307家，发现问题127家，整改
127家，整改率100%。

严惩重处全面强化执法办

案。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全市市场监管执法系统累计查办
特种设备、食品、药品案件394起、
罚没365万元，向社会曝光273起。
其中，查办特种设备案件74起；查
办食品案件282起，顶格处罚252
起；查办药品案件38起，全部顶格
处罚，停业整顿药店15家。起到了

“查处一个，震慑一批；曝光一起，
警示一片”的社会效果，安全生产
环境明显改善。

烟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

全市累计查办案件394起罚没365万元

为逃避检查，酒驾男子高速上逆行
逃窜3公里后被烟台高速交警拦截

本报烟台3月22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信飞) 自知
酒驾，为逃避高速交警检查，驾
驶车辆疯狂逆行。记者从烟台高

速交警支队蓬莱大队获悉，近日，

在S17蓬栖高速，就发生一起在高
速掉头逆行逃窜的违法行为。

当日上午9时许，烟台高速交
警蓬莱大队民警在蓬栖高速3km
处蓬莱收费站开展例行检查时，
发现一辆鲁F牌照灰色小轿车在
距离检查点50米的地方，突然停
止行驶并掉头向0km入口处逆行

逃窜，该车在掉头过程中与正常
行驶的车辆险些发生碰撞，高速
逆行更是有巨大的安全隐患。为
了避免路面其他车辆及人员发生
危险，民警立即驾驶警车顺向追
去，以最快的速度赶至0km处路
口并成功将该逆行车辆拦截。

经询问，该车驾驶员冯某某
前一天晚上与朋友在蓬莱聚餐，
其间喝了两杯白酒，早上起来准
备驾车到烟台接朋友，行驶至蓬
莱收费站时，发现有交警查车，冯
某某自知酒后驾车，为了逃避处

罚，便发生了之前的那一幕。
随后，民警在现场对其进行

呼气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每
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81毫克，
达到醉驾标准。随后民警依法将
冯某某带至附近医院进行抽血
检测。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

在此，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
驶员，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切莫心存侥幸酒后驾车，
更不能为了逃避处罚而做出过
激行动，从而错上加错。

“新安”铥激光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国内少有

“原来以为这么好的技术也
就北上广才有，没想到咱们烟台
就有，省了跑那么远了。”近日，患
者宋大叔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详
细了解了医院从欧洲原装进口的
铥激光(也称“2微米激光”)前列
腺增生微创手术系统，并在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做了前列腺增生手
术。

据了解，宋大叔患前列腺增
生有小十年了，平时没少“研究”
如何治疗前列腺增生。近年来，病
情不断加重，准备去北京做手术。
没想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从欧洲原
装进口了铥激光前列腺增生微创
手术系统。到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实地看过后，宋大叔便接受了在
烟台做手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也没有辜
负宋大叔的信赖。“这个技术真是
好，睡了一觉，手术就结束了。跟

我了解到的完全一样。”术后宋大
叔对自己的选择非常满意。

为什么选择铥激光前列腺增
生微创手术？宋大叔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铥激光前列腺增生微创
手术，创造性地采用波长仅为2微
米的铥激光，因为2微米激光在组
织中的穿透深度仅0 . 3毫米，仅为
电切的1/3，所以热损伤深度更
小，仅为电切的1/3，远远小于目
前最常用的前列腺汽化电切手
术，因而不会出现严重的组织水
肿、坏死、后发腐肉形成的刺激症
状等不良反应。

不仅如此，铥激光前列腺增
生手术的手术方式也与众不同，
它不像常用的电切术那样将增生
组织一片一片往下刮，而是把增
生组织一块块切割下来，同时迅
速汽化凝血。这样既大大减少了
切割刀数，也极大地减少了出血

量，一般一例手术的出血量不超
过10ml(20%的前列腺增生电切
手术需要输血)，特别适合老年前
列腺增生患者。

相关链接：为庆祝建院20年，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于3月1日-31日，推
出“梦逐仁心·爱泽港城”活动：网上
挂专家号仅0元，男科检查仅需30
元，治疗最高援助1000元，咨询电
话：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众号：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

海阳召开食品生产企业大排查大整治会议
102人参会，全力护好“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烟台3月22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姜慧敏) 为
贯彻落实省市县安全生产专题
会议精神，落实食品生产主体责
任，近日，海阳市召开食品生产
企业大排查大整治暨食品安全
培训会议，给食品生产企业敲响
安全警钟。海阳市102家食品生
产企业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生产具
有必要性、紧迫性，生产企业要
提高认识，保持警惕，认真按照
要求开展安全隐患自查，建立自
查整改台账。海阳市场监管人员
要尽职尽责，坚持问题导向，坚
决依法依规落实监管责任，全力
保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会议要求，对于食品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海阳市市

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部
署要求，对全市食品生产企业
及冷链食品生产企业进行全覆
盖检查，告诫企业莫存侥幸心
理，务必自查到位、整改到位。

会上，针对2021年食品生产

监管工作及海阳市生产企业现
状，海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
科负责人对与会人员进行了业务
培训，并对2021年食品生产工作
进行部署，对即将开展的食品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进一
步细化讲解。

海阳市住建局全面落实

建筑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烟台3月22日讯(记者
李顺高) 根据省、市和烟台市
住建局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要求，海阳市住建局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下沉力量，以真抓实
干的作风压实建筑企业主体责
任，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隐患排
查、抓问题整改，真正将压力有
效传导到每个环节、每个人员，
坚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确保海阳市住建领域安全生
产形势持续稳定。

3月5日烟台市住房城乡建
设系统工作部署会议后，海阳
市住建局连夜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第一时间将会议要求和会
议精神传达至局中层以上干
部，安排印制《安全生产防范知
识一本通》及相关宣传标语等
工作。3月6日，海阳市住建局召
开住建领域全体企业安全生产
工作会议，236家企业负责人参
会，海阳住建局主要负责人传
达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作
部署会议要求，进一步强调住
建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工作，深入分析住建领域各层
面安全生产隐患，要求企业坚
决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绝不能
只重发展不顾安全，要直面矛
盾问题，认真履行企业主体责
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正确
的发展理念确保住建领域安全
生产不出问题。

根据烟台市住建局安排部
署，海阳市住建局聚焦从根本上
消除安全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的目标定位，狠抓落实、
全员出动。以住建领域网格化体
系为基础，所有在建工地均安排
一名干部定点入驻，每一处重点

设施均安排专人负责。实行不定
期督查，实时反馈信息，推动责
任落实、工作落地。截至3月8日，
海阳市已实现建筑工地住建干
部一对一入驻全覆盖。购买第三
方服务，为局属二级单位开展巡
查提供坚实技术指导和支撑。针
对建筑施工领域、燃气行业质量
安全检查过程中的重点、要点和
难点，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下达
整改通知，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
改。

在烟台市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后，海阳市
住建局连夜印制《建筑施工领域
员工安全生产防范知识一本通》
3000份，《员工安全行为“十不
准”》《安全生产“八安八险”》各
200份，宣传横幅100幅。3月6日，
海阳市住建局城乡建设事务服
务中心深入工地一线，将安全生
产防范知识一本通分发到每个
企业、每名工人手中，并在各工
地重点区域悬挂警示横幅，营造
安全生产浓厚氛围，切实激发企
业和一线工人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截至目前，海阳东方航天
港、中建八局、海发大厦等8个项
目已分发完毕，后续将根据项目
开复工核验进度逐步实现海阳
工地全覆盖。

下一步，海阳市住建局将严
格按照上级相关部门工作部署
要求，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聚焦重点工作
任务，狠抓贯彻落实，本着“万无
一失、一失万无”的态度，建立安
全生产长效机制，真正实现“隐
患零容忍、操作零违章、安全零
伤害”。

烟台农行保税港区支行

为乡村发展“贷”来信心

耕田牧海、春种秋收。海滨
城市烟台又迎来了耕海的季节。

“在农行的支持下，春参苗全部
投放到位，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宋春生是烟台市芝罘岛东口村
的海参养殖户，从事这行已经五
六年了。

芝罘岛街道东口村依山傍
海，发展海水养殖有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海参养殖已经成
为这里的特色产业。从业的村
民为数不少，宋春生便是其中
一位。由于养殖经验丰富，并且
十分看好海参市场发展前景，
宋春生打算2021年扩大包海范

围和养殖规模，但购买春参苗、
饲料、养殖网箱等却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正当犯愁时，农行保
税港区支行客户经理的产品宣
传送到了宋春生的船头，客户
经理为他推荐办理了执行普惠
利率的农户经营贷款。不到一
个星期，50万元贷款就发放到
账。“不光是我，养海参的老姜
和老梁都在农行贷了款。有了
农行的支持，我相信村里的海
参养殖一定能发展得越来越
好！”宋春生对今后的发展充满
信心。

(通讯员 张相杰 武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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