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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市领导在全市安全生产紧急电视会议上要求

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本报讯 2月7日下午，省政府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紧急
电视会议，全省会议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紧
急电视会议，贯彻全省会议精神、部署我市疫情防控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中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中指出，当前正值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节后返程和企
业复工迎来高峰，安全风险叠加、形势严峻复杂、监管任务
繁重，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针对疫情防控形势和当
前安全生产特点，分兵把口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牢安
全生产底线。

王中强调，要严格节后开复工安全监管，盯紧看牢重点
行业领域，确保企业安全有序复工。要加强“春运”安全管
理，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畅通。要抓好烟花爆竹回收监管，强
化森林防火工作，统筹做好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管控，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卡实压紧
企业主体责任、属地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扎实开展集
中整治，全面排查、严格执法，确保取得实效。要加强应急
值守工作，有针对性做好应急演练，确保出现重大问题能够
及时响应、迅速处置。要千方百计做好口罩、测温仪、防护
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的采购和储备工作，为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物资保障。 （YMG全媒体记者）

我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
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芝罘区、高新区、海阳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颜环政）昨
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通报了2019年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2019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全部指标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据记者了解，这是我市2018年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后，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16地市仅两市
达到，我市作为工业大市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2019年市区六项污染物指标二氧化硫（SO2）平均浓度
为8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NO2）平均浓度为27微克/立
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70微克/立方米，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5微克/立方米，臭氧（O3-8h-
90pe）平均浓度为 158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
95per）平均浓度为1.3毫克/立方米。国控点位优良天数
为286天。

县市区空气质量状况。芝罘区、高新区、海阳市环境空
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现状方面，细颗粒物
（PM2.5）平均浓度前两位为开发区、栖霞市，后两位为龙口
市、莱阳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排名前两位为
莱阳市、长岛县，后两位为福山区、牟平区；空气质量改善方
面，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改善前两位为龙口市、栖霞
市，后两位为长岛县、招远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改善排
名前位为莱州市、开发区，后两位为长岛县、海阳市；

2019年4-12月全市镇街空气质量综合评分排名前
10位（第1位至第10位）的镇街依次为：昆嵛区昆嵛镇，牟
平区龙泉镇，栖霞市庄园街道，芝罘区奇山街道，高新区马
山街道，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开发区古现街道，海阳市朱吴
镇，海阳市旅游度假区，栖霞市亭口镇。后10位（第160位
至第151位）的镇街依次为：莱州市沙河镇，莱州市夏邱镇，
莱州市土山镇，莱州市永安街道，龙口市徐福街道，龙口市
东江街道，招远市大秦家街道，龙口市龙港街道，招远市张
星镇，龙口市兰高镇。

2月7日我市主要粮油
副食品价格基本平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昨日，市价格监测
中心发布数据：2月7日（正月十四），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
价格基本平稳，与6日相比，粮油、鸡蛋、蔬菜价格较为稳
定，猪肉价格小幅下降。

米面油、鸡蛋价格保持稳定。据监测，面粉（普通）、大
米、花生油平均价格分别为2.29元（每500克，下同）、2.74
元、139.25元（桶装5L）,均与昨日持平；鸡蛋平均价格3.59
元，已连续三日持平。

猪肉价格小幅下降。据监测，猪肉（后肘）平均价格
31.48元，较昨日下降3.08%；牛肉、羊肉平均价格分别为
37.89元、49.89元，均与昨日持平。

蔬菜价格基本稳定。据监测，15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格
4.52 元，较昨日微降 0.47%，较节前（1 月 23 日）下降
15.12%。分品种看，与昨日相比“4升9平2降”，与节前相
比“4升1平10降”，其中茭瓜、茄子、卷心菜、黄瓜价格分别
较昨日上涨8.86%、4.26%、1.96%、1.94%；青椒、土豆价格
分别较昨日下降20.19%、4.26%；其余品种价格持平。

要开业了，先做好准备
2月7日，福山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来到青

润市场，对主干道上的垃圾和占道物品进行彻底清理，在醒
目位置张贴防疫宣传海报，并在农贸市场入口设置体温测
量点，组织局职工模拟进入农贸市场测量体温、采集信息流
程，为2月9日市场开业做好准备。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唐蕾 潘丹丹 摄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高质量发
展。

眼下，全市上下团结一致、积极行动，
筑牢防控线，开足生产线，千方百计保证
企业复工复产，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确保既要防控严，又要开好局。

看县市区，2月底前，芝罘区具备条

件企业全部恢复生产。2月10日，龙口市
248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一企一
策”制定复工生产方案，烟台开发区推动
78家规上企业尽快复工……

看市直部门，市发改委建立疫情期间
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机制，推动经济平稳运
行。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开辟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措
施，服务好重大涉海项目建设……

看企业，万华三期项目施工机械进
场，道恩集团发送上千吨口罩布专用料，
泰和新材为1.5亿个医用防护口罩耳带提
供原料……

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复工复产是

坚强保障。往前赶、争主动，两不误、双
胜利，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市各
级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超前谋划攻坚突破，确保开

“弓”就能放好箭，以经济运行开门红、
开局好，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

全市上下团结一致筑牢防控线，开足生产线，千方百计保证企业复工复产，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既要防控严，又要开局好——

往前赶争主动，两不误双胜利

昨日上午，万华乙烯北区项目和万华
三期项目施工现场，施工机械进入了另一
种“战斗”状态，正在忙碌地平整土地，为
即将开展的项目建设做好前期准备。

烟台开发区重点项目工程推进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区范围内共协调
施工机械 60余台，为项目开工做好准
备。“按照区内下达的通知，区内各类企业
一律不得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但是

对于涉及重要项目土石方工程急需开工
的，可按照流程提前向我中心进行书面申
请，经我中心及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便可
复工。”

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疫情防控物资
生产企业积极追上去赶起来。

作为口罩布聚丙烯熔喷专用料生产
企业，道恩股份春节期间加班加点，各条
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工作，从生产、销

售、发货等各个环节，保障口罩布聚丙烯
熔喷专用料供应。

道恩集团董事长于晓宁说，春节期
间，道恩股份已经累计给湖北、广东、江
苏、山东等10多个省份数十家客户，发送
了上千吨口罩布聚丙烯熔喷专用料。

泰和新材集团专业从事高性能纤维
的研发与生产，生产的氨纶长丝可广泛用
于医护服弹力扎口、纸尿裤、口罩耳带等

医用防护领域。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泰和新材集团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优先
排产医卫用品原料——氨纶长丝，在为员
工做好防护的同时，组织员工放弃休假，
开足马力，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全力以赴
保障防护物资的市场供应。截至2月3
日，泰和新材已为湖北、广东的部分口罩、
耳带厂家发出急需氨纶产品近60吨，为
打赢疫情防控战疫贡献力量。

两手抓、两不误，市直部门在发力。
2月6日下午，在鲁宝钢管生产车间

内，福山区工信局工作人员正耐心为企业
讲解如何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生产管理
工作。“企业复工后，我们连夜成立专项工
作小组，进驻企业员工宿舍区，对工作人
员逐个进行登记，特别是对1月6日以后
新入住的员工，详细了解来源地、籍贯地、

来烟方式等信息。”福山区工信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为做好企业开复工工作，福
山区专门选派了驻厂督查员，全面指导帮
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解决生产难题。

市发改委建立疫情期间经济运行监测
调度机制，全面加强工业生产、服务业、重
点项目、外经贸等领域经济运行情况的分
析预警，确保关键时刻拿出有效措施，推动

经济平稳运行。研究制定加快重大项目开
复工建设措施，统筹抓好省、市级重点项
目、“四个一批”项目、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
目，做好国家政策扶持项目、专项债券支持
项目、国际招商产业园的储备、谋划，建立
健全“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从对上争取、
能耗、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为项目建设创
造条件，以项目建设拉动有效投资。

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加强对海洋经
济的宏观指导和调度评估，做好生产指导
和技术服务，加快生产恢复，组织水产苗
种、养殖企业做好生产保障工作，确保水
产苗种供应和养殖产品供给。开辟项目
审批“绿色通道”，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
措施，落实好“容缺受理”工作机制，服务
好重大涉海项目建设。

YMG记者 召溪 寿锐 春娜 刘洁 春雷 嘉琳 通讯员 晓栋 王聪

“得知乐金显示、喜星电子等企业节
日期间大量员工在岗，我们连夜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进驻企业员工宿舍区，对1800
余人逐个进行登记，特别是对1月6日以
后新入住的员工，详细了解来源地、籍贯
地、来烟方式等信息。”2月6日，烟台开发
区经发科创局副局长邹天峰说，“通过持
续强化住宿人员管理，配合公司每天2次
对全部住宿人员进行体温测量，重点监测
体温不正常者，尽一切可能保证驻厂员工
平稳投入生产。”

烟台开发区企业数量多、用工大户
多、外来务工人员也多，即将到来的复工
潮对疫情防控造成巨大压力。为保证2
月10日各企业陆续稳妥开复工，烟台开
发区经发科创局、招商局等四部门联合，
组成企业开复工管控专班，抽调近百名干
部组成16个摸排小组，全岗全职投入企
业防控一线办公。同时，实施复工复产报
备制度，“一企一策”制定复工生产方案，
推动78家规上企业尽快复工，确保具备
条件的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龙口市建立复工工作专班，按照
“一企一策”原则，成熟一批复工一批，
在确保疫情有效防控的基础上，2月10
日 248 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全
力以赴推进总投资 1573.96 亿元的 20
个烟台市级重点项目，6月底前20个项
目全部开工。引导龙口各级充分发扬
战“疫”精神，持续加大营商环境优化力
度，全面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网办”，进
一步优化办理路径、简化办理程序、提
升辅助服务，创新实行企业设立、变更

等业务“零见面”审批，确保涉企审批
“不断档、不延迟”。

芝罘区制定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
控方案，分类明确企业复工时间，稳步有
序推进审批监管，确保2月底前，具备条
件的企业全部恢复生产，主要经济指标能
够快速回升、实现首季“开门好”。 同时，
对涉及重大区片启动的所有手续，全面开
辟“绿色通道”，大力推行“网上审批”“线
上服务”模式，指挥部全员靠上攻坚，确保
区片尽快启动、全速推进。

市直部门 —— 强化服务保障，项目推进不断档

重点项目、企业 —— 追上去赶起来，复工复产信心满满

县市区 —— 不等不靠早动手，抓紧攻坚谋突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
讯员 王聪 邱晰 林靖）面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开发区坚持一手紧抓
疫情防控，一手紧抓“三重”工作，切实做
到“两不误”，力求实现“双胜利”。据该区
重点项目工程推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区范围内共协调施工机械60余
台，为项目开工做好准备。“按照区内下达
的通知，区内各类企业一律不得早于2月
9日24时前复工，但是对于涉及重要项目

土石方工程急需开工的，可按照流程提前
向我中心进行书面申请，经我中心及相关
部门审批通过后便可复工。”

在疫情防控上，重点项目工程推进中
心同样“绷紧弦”。为防控疫情，开工后，该
中心要求各标段需按街道办事处要求上报
进场人员情况，进场施工人员均为开发区
经排查的健康人员。同时准备好充足的疫
情防护用品、体温监测设备，每天早晚对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中心要求各施工单位要

建立临时施工群或者呼叫网络，每天贯彻、
落实、学习传染病相关预防措施，标段内工
作安排直接群内发布，任何时间禁止人员
扎堆。并建议专人专车、除正常的需要外，
禁止人员之间进行交流。中午吃饭及休息
时间建议自行携带餐食或者安排专人发放
至个人手中，禁止扎堆。

“现在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复产复
工一定要严格复工程序、检查内容、验收
标准，不具备安全条件决不能复工。”该负

责人表示，因国计民生必须和疫情防控保
障需要而正常生产的企业，要加强检查，
严格落实好安全防范措施。监理公司不
光要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还要重点对企
业防控疫情工作方案中的工作措施进行
严格落实。如发生异常情况及时进行报
备，对所有员工出现发热、干咳、呼吸急促
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须立即就医，并第一
时间向开发区疾控中心报告，从而有序推
进项目开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

开发区疫情防控和项目开工“两不误”

道恩股份制造一部二车间开足马力道恩股份制造一部二车间开足马力，，加快生产加快生产。。通讯员通讯员 吴月民吴月民 YMGYMG记者记者 侯召溪侯召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