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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2

本报烟台9月6日讯 (记者
张菁 通讯员 毕庶刚) 从9月
4日晚至 9月 6日晚，受气旋影
响，烟台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过
程。记者从烟台市气象局获悉，4
日降雨开始至6日17时，全市平
均降水28 . 9毫米，最大降水点位
于蓬莱海事处，降水达77 . 1毫
米。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
3 8 9 . 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9 . 6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少68 . 6
毫米。

有市民反映，感觉今年汛期
烟台降雨的天数并不少，为何
降水量却偏少呢？烟台市气象
台预报员任伯骅解释称，今年
汛 期 降 水 量 比 常 年 持 平 略 偏
少，属于正常范围。整个汛期降
水也比较平稳，之所以降水量
不多，主要是因为缺少特别大

的降雨，汛期内只有一次平均降
水超过50毫米的降水过程。

据烟台市气象台统计，4日至
6日17时各区县降水量分别为：芝
罘区32 . 6毫米，福山区33 . 5毫米，
莱山区24 . 9毫米，牟平区18 . 6毫
米，蓬莱区50 . 5毫米，海阳市24 . 8
毫米，莱阳市15 . 5毫米，栖霞市18
毫米，龙口市38 . 5毫米，招远市
22 . 1毫米，莱州市31 . 3毫米，开

发区33 . 7毫米，高新区22 . 3毫
米，长岛29 . 5毫米，昆嵛区38 . 2
毫米。

6日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仍
有小雨，风力较大。7日白天以多
云天气为主，风力逐渐减弱。8日、
9日天气晴间多云，气温略有回
升，最高气温27℃-28℃，最低气
温15℃-17℃。

另外，记者从烟台市水文局

获悉，大沽夹河福山水文站受上
游拦河闸坝调蓄影响，9月5日19
时测得流量51 . 0立方米/秒，其
他各主要河流未出现明显涨水
过程。入汛以来，降水量虽然比
去年同期偏少，比历年同期偏
少，但是据烟台市水文局6日早
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
量比去年同期偏少11 . 3%，比历
年同期偏多15 . 8%。

今年汛期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偏少
主要是因为缺少特别大的降雨，汛期内只有一次平均降水超过50毫米

鲜美烟台嗨游惠，让游客惠游烟台

“着汉服 游仙境”带你打卡最烟台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者
秦雪丽 梁莹莹 吕奇 杜晓
丹) 当汉服遇到仙境，会擦出什
么样的火花？为迎接2021山东省
旅游发展大会在烟台召开，9月4
日，“鲜美烟台嗨游惠”暨“着汉
服 游仙境”打卡最烟台主题活
动启幕，活动通过八仙迎宾、发
布旅游线路产品和“鲜美烟台嗨
游惠”推介、发放烟台文旅惠民
消费券、汉服走秀、经典诵读等
形式美好呈现，带领广大市民游
客共赴一场汉服+美景的鲜美之
约，解锁仙境烟台新玩法。

9月4日上午，“鲜美烟台嗨
游惠”暨“着汉服 游仙境”打卡
最烟台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蓬莱
阁景区拉开帷幕。本活动由烟台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蓬莱区文
化和旅游局承办，活动现场，文旅
行业代表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汉
服爱好者、摄影爱好者们齐聚一
堂，着华美汉服，游人间仙境，打
开“鲜美烟台”畅玩新方式。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
“烟台文旅官方微信”发放40万
元文旅惠民消费券，送上惠民
惊喜。现场还发布了“醉”美仙
境百年之路品鉴行，“耕”海牧
渔逍遥海岛品鉴行，人间仙境
生态蓝海品鉴行，绿野仙踪金
沙海岸品鉴行，美丽乡村康养
田园品鉴行，胶东红潮碧海丹
心品鉴行，“海上仙山、葡萄仙
酿、人间仙境”品鉴行，“青史有
记”非遗品鉴之旅，自驾烟台

“醉美”100公里仙境海岸线”等
9大旅游线路产品。向齐鲁大地
和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仙
境海岸 鲜美烟台”的诚挚邀
请，邀请朋友们到仙境烟台赏
如画风景，品海韵仙风。

为大力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全民共享文旅发展成果，整合烟
台文旅消费业态，烟台市文化和
旅游局将通过五大节点，累计发
放500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蓬
莱阁、长岛风景区、昆嵛山国家

森林公园、牟氏庄园等10家国有
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景区大门
票；同时推出葡萄熟了—品赏田
园采摘板块等四大主题文旅活
动，撬动文旅消费。

仪式结束之后，在蓬莱阁景
区还上演了唯美优雅的汉服走
秀。在八仙真人秀现场助阵下，
众多汉服爱好者身穿华美服饰，
佩戴漂亮头饰，行走徜徉在蓬莱
阁古建筑群，在穿越时空的氛围
里，以新的身份、新的视角，探寻
仙境烟台的前世今生，感受中国
传统服饰的魅力，共赴一场汉服
+美景的鲜美之约。

目前，烟台的蓬莱阁、三仙
山、龙口南山、淘金小镇、烟台
山、张裕博物馆等多个景区都可
提供“着汉服拍美照”服务。市民
在着汉服畅玩同时，可参加“着
汉服 游仙境”打卡最烟台主题
活动，与大家分享你的快乐旅
行，带领大家打开仙境烟台时尚
新玩法！

招远多措并举为开渔保驾护航

本报烟台9月6日讯 开海
后，招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
展海上安全生产专项行动，通过
开展警示教育，提醒船员防范生
产事故发生。开渔前，招远市海

上安全专项指挥部积极组织安
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加强渔民培训，提高渔民安
全生产意识和技能应急处置能
力。 (通讯员 张桂美)

烟台发放首张“告知承诺制”食品生产许可证
这一改革举措将惠及开发区117家食品生产企业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洪川) 根据
国家、省级落实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任务的工作要求，烟台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认真研究，进一步
简化审批流程、优化审批方式，
在自贸区及自贸区所在的开发
区探索实施食品生产许可(低风
险食品)“告知承诺制”试点改
革。9月6日，记者从烟台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获悉，烟台市发放首
张“告知承诺制”食品生产许可
证，这一改革举措将惠及开发区
117家食品生产企业。

低风险食品是指除保健食
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外的食品，包括食
品添加剂。“告知承诺制”就是尊
重市场主体意愿，由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对
生产经营条件自我评估、守法诚
信生产经营进行承诺并依法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政审批部
门及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发放
食品生产许可证。

烟台洲联酒业有限公司是烟
台市自贸区的一家酒类生产企
业，近日其以自我承诺的方式申
请了食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人自
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
交材料，烟台市审批服务局当天
受理，当天发证，并通过邮寄的方

式，将许可证发放给申请人。申请
人收到证书发出的电话通知时十
分高兴，连声表示感谢称“没有想
到能这么快就发证”“网上申请、
电话咨询、一次都没跑证书就拿
到了，真是太方便了”。

据悉，这是烟台市开展低风
险食品生产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制”试点改革以来核发的第一张
食品生产许可证。这项改革措施
惠及开发区117家食品生产企业
的业务办理，每年将为企业节省
申报材料1000余份，节省办事时
间1700余天，减少跑腿1 . 4万多
公里里程，为企业节大大省了人
力成本和经济成本。

海阳市进口集装箱货物生产经营单位

疫情防控培训会议召开

本报烟台9月6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汪运茜) 为
切实做好全市进口集装箱货物
生产经营单位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
责任，落细落实防控措施，9月1
日，海阳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办公室进口集装箱货物防控专
班，在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全市进口
集装箱货物生产经营单位疫情
防控培训会议。

海阳市71家冷链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和22家非冷链货物经
营企业的负责人，共计90余人参
加培训。会议强调，进口集装箱
货物生产经营单位要进一步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管理责任，对
进口货物进行提前报备、消杀和
核酸检测、进销货台账、冷链和
非冷链管理系统应用等方面落
实执行到位，同时开展自查，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提升
整体疫情防控能力，巩固筑牢疫
情防控成果。

严管重罚 促进工地安全生产

本报烟台9月6日讯 为推
动建筑施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确保建筑工地安全生
产，近一个月以来，招远市住建
局工建中心先后对多家建筑企
业存在隐患未整改仍然施工、起
重机械使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专职安全员未按规定履行职责
等违法行为移交综合执法局进
行立案处罚。通过严管重罚，对
涉事企业和其他企业形成了震
慑，起到了惩戒的作用,确保建
筑工地安全生产。

(通讯员 刘晓冰)

招远开展打击非法垂钓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烟台 9月 6日讯 为
保障海上生产安全、维护渔民
权益，近日，招远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联合招远市公安局
边防派出所开展打击非法垂

钓专项整治行动。出动执法人
员20人次、巡逻船4艘次，发现
非法垂钓船只3艘，劝返垂钓
人员12人次。

(通讯员 张桂美)

胶东泌尿外科医院

“2微米”微创手术除前列腺增生

尽管手术是更有效的治疗
手段，但很多前列腺增生患者都
不愿意做手术。因为他们觉得手
术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人老了身
体差恢复起来比较困难。现在这
不再成为阻碍前列腺增生患者手
术的“拦路虎”了。因为烟台胶东
泌尿外科医院2微米激光前列腺
增生微创手术，不用开刀，光纤通
过尿道直达增生组织，由波长仅
为2微米的铥激光轻松扫除增
生。

“是手术就会有损伤，我们
要做的就是让手术对患者的损
伤小一点，再小一点。”烟台胶东
泌尿外科医院业务院长孙洪臣
表示，烟台胶东泌尿外科医院从
欧洲原装进口了2微米激光前列
腺增生微创手术系统,聘请微创
专家，将技术优势与专家优势发
挥得淋漓尽致，不仅去除的增生
组织更干净，而且对患者的创伤
微乎其微。

烟台胶东泌尿外科医院孙

院长表示，2微米激光前列腺增
生微创手术创造性的采用了“汽
化”+“电切”的手术方式，采用波
长仅为2微米的铥激光，把增生
组织一块块切割下来，同时迅速
汽化凝血。

2微米激光前列腺增生微创
手术将创伤降低到了极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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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小于目前常用的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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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胶东泌尿外科医院是在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的基础上转型
升级发展而来的专家型、学术型，
中西医结合的专业医院，专业诊
治泌尿外科、普外科、男科、妇科、
中医科等相关疾病。医院以微创
手术为特色，专业开展泌尿外科、
普外科各类微创手术，享誉省内
外。咨询电话：6259333。

汉服爱好者身穿华美服饰畅游蓬莱阁景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杜晓丹 摄


	J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