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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2

本报讯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的社会监督，及时有效解决影
响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突出问
题，烟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决定，对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实行有奖举报。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根据举报的内容、性质、协查
程度和环境违法行为的危害情
况，对举报人进行500元、1000元、
2000元奖励。

举报下列情况，经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调查情况属实，并对违
法行为作出处罚或者避免较大环
境污染损害的，给予举报人以下
数额不等的奖励。

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为的

给予500元奖励：工业项目超标
排放污染物的，或者被取缔后擅
自恢复生产的；已被责令限产、
停产治理，未完成治理任务或者
未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擅
自恢复生产的；擅自停运、拆除、
闲置或者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
设施的；未按相关规定取得排污
许可证擅自排污的；“散乱污”和
燃煤小锅炉被关停取缔又死灰
复燃的；非法转移倾倒处置固体
废物的等。

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为的给
予1000元奖励：利用暗管、渗坑、
渗井等偷排或者违法处置工业污
水废液的；不正常使用自动监控

设备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以
及接受委托监测数据造假等逃避
监管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
法排放污染物，对水环境安全构
成威胁的；私自将危险废物送交
无资质的单位贮存、处置或者擅
自非法处置的；放射源丢失、被盗
或者失控的；工地、厂区使用冒黑
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内对生态环境侵占
的；工矿企业在运营及拆除过程
中不履行土壤污染防治义务的；
违法将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
物质含量超标的工业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或者污染土壤用于土地
复垦的。

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为的给
予2000元奖励：违法倾倒危险废
物或者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三倍
以上，造成严重环境和人身危害
的；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
危险废物、化学品或者放射性废
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污单位
拒不执行空气重污染应急预警期
间停产、限产决定或者应急减排
措施执行期间偷开偷排的；未经
批准擅自处置或者丢弃放射源、
放射性废物废液的；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内对生态环境规模化破坏
的；违法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
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污染
物的；及时举报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有效避免了环境重大污染事
故发生的其他情形。

市生态环境保护有奖举报电
话号码为：12369、6920501，24小
时受理全市范围内环境违法行为
的举报。举报人也可以书信、电子
邮件、传真、走访等方式举报生态
环境违法行为。

通信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新
苑路5号；信访举报信箱；电子邮
件：ytepisthjjck@yt.shandong.cn；
传真：6920509。

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奖两千
举报电话号码为12369、6920501，24小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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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尽接，应接快接

烟台大学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李
楠楠 通讯员 亓健生) 接种
新冠疫苗，共筑免疫长城。4月6
日，记者从烟台大学获悉，5日，烟
台大学全体学校领导来到校内新
冠疫苗接种点，依次测温进入现
场，并按照查验健康码、测体温、
预检、签署知情同意书、信息登
记、疫苗接种、留观30分钟等流程
有序接种。

“尽快接种疫苗，既是对个
人和家庭健康权益的保护，也是
对国家和社会应尽责任的维
护。”4月5日上午，刚刚在烟台大
学新冠疫苗接种点完成疫苗接
种的校党委书记张伟表示，“越
多人接种就越有利于构筑起群
体免疫的坚固屏障。此次国家为
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既是我
们享受的一项宝贵权益，也是身
为公民所应尽的一项重要义务。
今天，我们全体学校领导来接种
疫苗，就是想给全校师生传递一
种信心，希望所有符合接种条件

的师生应接尽接、应接快接，大
家有了这道安全屏障，才能更加
安心、更有信心地投入到日常工
作和学习中去！”

连日来，烟台大学全力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本着“应接尽
接、应接快接”的原则按步骤、分
阶段、分批次接种新冠疫苗。副校
长王强表示，学校高度重视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根据上级有关规
范指导性文件制定了校内人员新
冠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细则，成立
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
扎实开展报名组织、医疗保障等
各项工作，学校新冠肺炎疫情处
置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工作协
调会、推进会，组织各部门、各学
院稳步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在留观区，谈及接种疫苗的
感受，校团委王雪峰老师说：“非
常轻松！希望疫情早日过去，中
国加油！”经济管理学院郭凡同
学也表示，接种新冠疫苗既是为
个人健康，也是对社会负责，我

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做到“应接尽
接”，在感受国家和学校关怀的
同时，也为学校、社会尽一份责
任。土木工程学院张伟强同学
说：“学校组织新冠疫苗接种，我
积极报名参加，接种完之后没有
任何不良反应,感觉很安心。”本
学期在外实习的人文学院赵晓
雨同学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
实习地进行了疫苗接种，她说：

“响应国家和学校号召接种疫苗,
现在我更心安了，能够感受到祖
国给予我们的力量。”

据校医院院长曲增欣介绍，
烟台大学师生疫苗接种工作已
于3月19日正式开始，截止到目
前已接种6790人次、1 . 1万余支，
已接种疫苗的师生目前无一起
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学校新冠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预计将持续
到6月底，计划接种6万余支。校
医院医护人员将加班加点，继续
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构筑起
校园健康可靠防护线。

烟台一男子涉嫌假冒海警“中队长”被抓获
诈骗25万元，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海警机构形象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杜晓丹 通讯员 王越) 记者
从烟台海警局获悉，近日，犯罪
嫌疑人于某因假冒海警诈骗财
物，涉嫌招摇撞骗罪被公安机关
抓获。

2月19日，烟台市芝罘区居
民贺某来到烟台海警局开发区
工作站求助，称其亲戚于某系该
站“中队长”，已多日联系未果，
希望站里的工作人员能帮忙联
系。突如其来的“中队长”让工作
站执法员一时有些“摸不着头
脑”，站长史明全凭借丰富的办
案经验断定此事必另有隐情，经

反复询问，贺某最终承认于某并
非自己所谓的“亲戚”。

原来，2020年3月，贺某女儿
因涉嫌销售有害食品罪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心急的贺某在多方
打听下，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能“摆
平”公安机关的于某。于某自称为
烟台海警局开发区工作站“中队
长”，且即将升任“支队长”，能够
为其“帮忙”，并通过展示手铐、发
送单位地址、介绍工作情况等一
系列“操作”骗取了贺某信任。深
信不疑的贺某先后两次向于某转
账共计25万元，用于“处理关系”。
直到今年2月，由于请托事项一直

没有办好，加之于某失联多日，贺
某便来到于某口中的“开发区工
作站”打探情况。

由于嫌疑人冒充海警实施
诈骗且数额巨大，严重损害群众
利益和海警机构形象。烟台海警
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协调驻地
公安机关对此进行立案侦查。3
月15日，在烟台海警局和驻地公
安机关的协作配合下，成功将假
扮海警的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
审讯中，于某对自己假冒海警实
施诈骗行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福山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周宣
刚) 近日，烟台市福山区举行全区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新闻发布会，并公
布举报电话：0535-6356862、电子邮
箱：fsqjyzd@163 .com。

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主要受理
反映福山区委政法委、区法院、区检
察院、区公安分局和区司法局政法干
警问题的来电来信，其他不属于受理
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
处理。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
30-11:30，下午2:00-5:00，受理期限
截止2021年6月30日。

举报电话：0535-6356862、电
子邮箱：fsqjyzd@163 .com。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柯然）

“先看手机APP，再决定几点出
门。不仅能显示公交车所在位
置，还能显示公交还有多长时间
到达。自从有了‘烟台公交’
APP，出门方便多了。”经常乘坐
61路公交上班的王女士笑着说，
掐着点等公交，和网约车差不
多。尤其是夏天和冬天的时候，
可以少晒一会或少吹一会冷风。

6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悉，为贯彻
落实全市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执
行能力锤炼过硬队伍大会精神，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烟台公交集团
立足民生定位，从提升市民乘车
体验和实际需求出发，全新升级

“烟台公交”APP，实现车辆到站
从“站次预报”到“时间预报”，不
仅能显示到站时间还能显示下
一班次发车时间，精确到分，市
民坐在家中即可掌握公交实时
到站时间，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
方案，实现了坐在家里等公交，
舒舒服服乘公交。

这项便民服务措施的背后，
是烟台公交集团经过多次调研论
证、算法规划、资源上云、实地测
试等一系列工作，通过云计算、大
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将公交实时
运行数据与历史数据相匹配，结
合车流潮汐、时间段、节假日、天
气情况、路段长度和运行速度等
变量建立模型，精确计算每一辆
公交车到站的预计时间，开发建
设的公交来车实时预报系统。

市民可掐点等公交！

“烟台公交”APP再添精准便民服务功能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陈玫君) 记
者从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获悉，
近日，烟台各级消防救援机构联
合文旅部门开展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十日攻坚战”，严查网吧火灾隐
患，坚决遏制火灾事故发生。

联合检查小组在检查中发
现，莱州市悠阁网苑自动喷水
灭火系统无水、莱州市金城镇
随缘网吧场所内违规使用液化
气罐、莱州市流星雨网吧吊顶
使用PVC易燃可燃材料装修。
消防监督员决定对上述3家网

吧予以临时查封，并责令其限
期整改。

开发区消防监督员在对辖
区网吧开展消防检查时发现，烟
台永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永安
网城东侧区域只有一个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不具备安全疏散
条件，消防监督员当即决定对该
网城进行临时查封。

蓬莱联合检查小组在检查
中发现，蓬莱市名爵网吧疏散距
离不符合要求规范，缺少一个安
全出口，消防设施不符合标准。
消防监督员依法决定对该网吧
予以临时查封。

5家网吧被依法临时查封

烟台大学正在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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