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时间的噪声、烟尘、高温，随时都可
能诱发工人患上职业病。如此环境下的作
业工人是否防护得当？他们能否守护住健
康的首道防线？6月4日，记者随芝罘区卫
计监督所来到市区一家钢管厂，对特殊行
业职工的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了检查。

粉尘噪声环境

工人仅用一次性口罩，未戴耳塞

上午9时许，记者随卫生监督人员走
进市区一家钢管厂，工厂作业区机器轰
鸣，一根根火红的钢管陆续“出炉”，空中
弥漫着黑灰般的粉尘，即使戴着一次性医
用口罩，仍能闻到呛鼻的气味。

“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工人必须做好
职业防护，钢管在生产过程中势必会产生
有害于人体的烟尘、噪声，所以工厂必须
引导工人戴好专业防尘口罩和耳塞，为工
人的健康负责。”芝罘区卫计监督所监督
一科卫生监督员说道。

在前面不远处，几名工人分别在不同
的岗位正在作业。“你的姓名和工种？”卫
生监督员向一名在模具焊矫岗位上的工
人询问，这名工人手中的电焊“火光四
射”，他正在进行电焊作业，但他的脸上仅
佩戴着一次性医用口罩。

“这是不符合规定的，这样的一次性
口罩根本无法阻挡作业时的粉尘。”卫生
监督员说道。

“他不是这个工种的，只是偶尔一次
过来焊接一下。”钢管厂工作人员解释。

随后，记者又随卫生监督员查看了其
他岗位的几名工人，防护口罩不合规的现
象同样也在他们身上被发现。

“戴没戴耳塞？”卫生监督员向作业工
人询问确认，这名工人正处在厂房噪声相
对中心的位置，但他没有佩戴耳塞。记者
发现，现场噪声巨大，即使相近的两人交

谈，也只能靠大声喊话才能隐约听清内
容，轰鸣声震得人耳朵有些许不适。

“我们这耳塞都是按工人需要随时
取，之前已经明确规定过让他们佩戴耳
塞，还有相应的处罚制度。”钢管厂工作人
员紧接着介绍道。

未经职业健康检查

工人从事有害因素作业

“我们进行职业病防护检查时，主要
看两大报告，一个是人的，一个是作业环
境的。涉及人的就是职业健康检查报
告。”卫生监督员说，相关工种的工人每年
都要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当检查报告中被
检查人出现健康损害，被建议调离岗位
时，单位要下达调离通知书。

“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了吗？”卫生监督
员向作业区内正在进行电焊作业的工人
询问，得到的答案却是“还没来得及去”。

从作业区离开，芝罘卫监索要了该钢
管厂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和职业
健康体检报告。记者从职业健康检查复
查结果报告书中看到，几名工人出现疑似
耳聋症状，被体检单位建议去有职业病诊
断资质的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卫生监
督员向该钢管厂的工作人员索要诊断报
告，但最终未能提供。

“经我们检查发现，该单位未安排需
进行职业病诊断的劳动者到有职业病诊
断资质的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在实际
作业中，安排了未经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
者(电焊工)从事接触职业病有害因素（粉
尘、紫外辐射）的作业。并且，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噪声）的劳动者未佩戴耳塞等
职业病防护用品，用人单位未指导、督促
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用品。”卫生
监督员说道。

随后，卫生监督人员为该钢管厂做了
现场检查笔录，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指导他们如何正确防治职业病。

口罩戴错、耳塞未戴

钢管厂作业，哪能这样防护？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张柱涛 姜鑫 摄影报道

要闻要闻04
2020年6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奂芝/美术编辑/姜涛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广告广告

华为（烟台）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启动上线！
6月5日上午，华为（烟台）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启动暨总裁班开班仪

式在工委党校举行。华为云中国区

副总裁张怀冬，华为云人工智能副总

裁罗华霖，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文义，烟台开发区工委副

书记、管委副主任刘建民等领导参加

活动。

华为（烟台）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由烟台开发区管委、华为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和山东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三方共建，作为华为在山东省首个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项目将成为开发

区乃至全市实施人工智能创新试验、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智慧自贸建

设的中坚力量。

中心将结合华为在云计算、人工

智能、物联网、5G移动通信、智能制

造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产业链整合

能力，同区内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应用

创新实践。联合智能制造云生态，为

企业提供“200+云服务、190+解决

方案”，覆盖企业业务全景，包含云存

储、云计算等云服务，工业诊断、工业

仿真、MES、ERP、IoT设备物联、EI

工业大数据分析等解决方案服务，赋

能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加快区域新旧

动能转换。

活动现场，华为（烟台）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分别与万华化学、烟台胜地

汽车、舒朗集团、华海财险等4家公

司签署了合作协议。随后华为云人

工智能总裁班正式开班，华为人工智

能领域三位讲师分别就大数据生态

圈组件及大数据平台建设、大数据在

各行业的实践应用、人工智能发展趋

势以及智能制造相关方案与政策进

行授课，为开发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智力支持。 （通讯员 赛家豪）

“提起朱家村，大伙都不认为是个穷
村，村里的个体经济一直搞得很红火，有
不少私营企业，但这只让少数人富了起
来，村集体和大部分村民并没有受益。”
提起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初衷，朱家
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强说道，“既要增加集
体收入，还要带领村民致富，我们两委一
班人琢磨了不少办法，都没搞成。直到
上级提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才找
对了路子。”

出蕾——

朱家村要办金银花合作社

朱家村办金银花合作社的消息刚一
传开，但传入李伟强耳朵的却是村民们
的怀疑，“头一次听说口粮地里能种出金
银花来，到底能不能挣钱呢？”有些人说，
莱州城北的地浇不上水，种不活金银花；
还有些人说，种金银花赚不到钱，即使赚
了钱也都被“工”给吃了。村民们都对加
入合作社持观望态度。

“如果搞合作社，还是只有寥寥几户
人家入股，不把村民们都发动和吸收进
来，那不就又成了个体经济？”李伟强深
知要想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办好，必须
把村民发动起来。朱家村是个大村，全
村共有801户2240人，发动村民入股合
作社，村党支部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在
村干部的带领下，村里的不少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率先加入，但大多数村民还
是无动于衷。李伟强便带领党员干部分
头做工作，发现村民们并不是特别反对
把土地流转到一起搞规模化种植，主要
是担心金银花的市场行情不好挣不着
钱，怕“既赔了夫人，又折了兵”。

在了解到村民们的顾虑后，李伟强当
即表态，个人先行出资进行兜底，保证流
转土地租金一分钱不少，另外针对有些
村民既想保本又想分红的心理，村党支
部决定大胆采用“土地租金扣除入股”的
方式，把每500元现金作为1股，每亩地
年租金为600元，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合作
社必须一次性签订5年合同，租金合作社
提前预支，入股合作社后每年领取500元
租金，扣除100元作为股金，5年总共扣
除500元，即获得1个股，并且从第一年
扣除租金时便可享受分红。“把一亩地流
转给合作社，相当于预付了100元，提前
5年拿合作社分红，何乐而不为？”村民们
在心里都把账算明白了。政策一出，不
到一个月时间，便有302户村民流转给合
作社400多亩土地。

目前，朱家村党支部领办助民合作社
共有股份2549股，合计127.45万元。村
集体以村土地46.86亩、办公厂房厂区、烘
干设备、机械等折合资金80万元入股，经
全体社员同意后，折合股份1600股；入社
的302户村民全都采用现金方式入股，共
计股份949股，合计47.45万元。合作社

还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和热心村民为村里
的7户贫困户捐款14000元，折合股份28
股入股合作社，让贫困户也有享受合作社

“福利”的待遇。

开花——

村民们走上金银花致富路

合作社成立后，李伟强便一头扎进地
里，专心研究金银花种植，还专门聘请有
着丰富金银花种植经验的老战友担任合
作社的技术指导，并建设了专门车间进行
深加工。就这样，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朱家村的村民们走上了一二三产融合
的金银花致富之路。

一产方面，选用三年的成熟苗进行移
植，2019年便进入丰花期，每亩采摘干花
70至80公斤，经加工车间杀青、烘干处理
后，统一订单销售江苏中药集团，每公斤
最低保护价80元，仅卖金银花一项，合作
社2019年毛收益52万元；二产方面，合作
社加工车间具备120吨/年金银花深加工
能力，2019年为其他种植户深加工金银花
20吨，加工费毛收益8万元；三产方面，精
加工特级“东莱三凤”金银花茶，味香色
正，回味悠长，计划在莱州当地的莱丰网、
飞牛网等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预计每年毛
收益3万元。

在利益分配方面，合作社提留20%的
利润作为公积金，用来扩大种植范围发展
二三产业，剩余利润严格按股分红。
2019年合作社给村集体带来了12.6万元
的纯收入，全体社员获利28.76万元（含
社员采花工钱21.36万），加上土地租金，
人均获利8300元。短短一年多时间，社
员们就尝到了合作社带来的甜头，一个
个喜笑颜开。

绽放——

瞄准“基地+村+小镇”三步走

2020年初，“新冠肺炎”席卷而来。朱
家村在得知以金银花为主方的中药产品
对抗击疫情有一定作用后，大年初二就联
系湖北省黄冈市中医医院商量捐赠事宜，
大年初四朱家村的金银花饮片踏上了援
助黄冈的路途，大年初九朱家村的金银花
和山东援助队同天到达黄冈，黄冈中医医
院发回了金银花配伍的现场照片千里致
谢，“千里送花”的事迹先后被烟台日报、
大小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朱家村合作社
的金银花一时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合
作社的社员们脸上有了面子，心里也更有
了底气。

对于未来的发展，社员们仍然信心饱
满，他们制定了“三步走”发展计划。一是
扩大“金银花基地”，2020年，合作社计划
投资120万再扩大金银花种植面积200余
亩，按照金银花成熟期预算，2021年6月
份每亩可采摘干花100公斤，预计可创造
纯利润120万。二是建设“金银花之村”，
在现有土地基础上再流转土地700亩，发
动更多村民加入金银花种植产业中，月斜
乡路、闲云深护，“金银花之村”呼之欲
出。三是打造“金银花小镇”，计划利用3
至5年时间，与周边村庄打造中草药种植
联合社，以金银花种植为基础，以金银花
采摘为依托，以金银花茶炒制为亮点，联
合周边村庄共同打造“赏花+采花+品茶+
赶海”的海滨金银花小镇，目前已与东大
原、大原三村等5个金银花种植合作社达
成合作意向。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陈菲菲 张晓伟

莱州市朱家村——

金银花“开”出强村富民新天地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员 文小东 王燕）昨日，从
市市场监管局传来消息，我市开展查处假冒专利及专利标识不规范
行为专项行动。全市知识产权执法人员分别奔赴企业网点，开展现
场检查，共发现涉嫌专利标识不规范行为43起。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线索，显示某公司销售的汽油净化
产品包装涉嫌专利标识不规范及假冒专利行为，因该公司在市内设
立销售网点多达200余家，几乎覆盖所有县市区，波及范围甚广，影
响面大，市市场监管局立即开展专题会议研究制定行动方案，部署统
一行动。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时间组织执法人员结合辖区情
况制定具体行动计划。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向查处的专利标识不
规范的所有销售者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为鼓励企业复工复产，减轻企业损失，执法人员主动向商家普及
与专利相关的法律法规，详细指导商家正确标注专利标识或消除专
利标识后再行销售。在知识产权执法工作中，市市场监管局坚持执
法与指导双管齐下，既增强了企业知法守法意识，维护了商家与消费
者共同利益，又整治了知识产权违法行为，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

我市查处专利标识
不规范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新明 晓燕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6月3日，
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在培训基地举行了2020年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暨森林专职消防员开训典礼。此次岗前培训为期一个月，由烟台市
消防救援支队负责组训，全市149名新招政府专职消防队员、50名森
林消防员及年初招录的20名消防文员，共计219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主要内容是组织学习内务条令、队列条令、政府专职消
防员相关管理制度，开展条令条例教育、常见消防器材及灭火救援基
础理论学习及基础业务技能、体能训练。岗前培训旨在使参训人员
全面学习掌握并遵守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初步具备上岗履职
的灭火救援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暨森林消防员开训

本报讯（通讯员 原松波 鲁晓宇 李真 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
霞）为保证芝罘仙境项目顺利推进，加强公司团队建设，提高公司员工
专业能力和水平，蓝天建设公司“资本链”党总支与联盟单位，本着“资
本链”上各类资源互联互动、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利用联盟单位的
资源优势，近日举办了“资本链”三方投资管控、BIM技术交流会。

蓝天建设公司党员干部及各部门业务骨干认真学习了项目投资
管控、互联网+BIM+全过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应用等内容，并对芝罘
仙境系列项目涉及的全过程成本管控、设计优化的切入点、EPC项目
成本管控、如何减少现场签证数量、BIM平台优势等方面内容进行深
入探讨，各自分享了经验。

蓝天集团作为市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下属的烟台蓝天建
设有限公司承担了芝罘仙境项目——崆峒岛、烟台山、芝罘湾、朝阳
街、所城里“五位一体”的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项目采取整体策划、
分期开发方式，主体建设约3-4年完成。

蓝天建设公司
开展党建活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
玲 通讯员 丁磊）记者昨日从烟台市
卫生监督所获悉，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执法监察局“蓝盾行动”实施方案的要
求，近日，烟台市决定针对全市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治理难点和突出问题，集
中开展卫生监督执法的“蓝盾行动”。

此次行动主要包括6个卫生健康
领域专项行动：1、产前诊断（筛查）技
术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监督检
查。主要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准入、
备案工作及执业行为规范性为重点，
组织对全市批准开展产前诊断（筛查）
技术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机构进行
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非法开展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
卵、非法性别鉴定以及“代孕”等违法
违规行为，确保产前诊断（筛查）技术
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2、尘毒危害专项执法。
主要是在全市开展矿山、冶金、建材、
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尘毒危害专项执
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
劳动者职业健康；3、农村饮水卫生安
全专项监督检查。主要是以改善农村
供水卫生条件、保障农村饮水卫生安
全为目标，对全市农村集中供水单位
水源卫生防护、水质消毒措施等进行
全面监督检查，督促供水单位强化第
一责任人意识，加强消毒设施设备的
配备与使用管理，提高饮用水卫生管
理水平；4、消毒产品专项监督检查。
主要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消毒产
品生产使用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以
消毒剂、抗（抑）菌制剂生产企业为重
点，开展消毒产品生产和使用情况监
督检查；5、医疗机构医疗废物专项整
治行动。以医疗机构不规范分类和存
贮、不规范登记和交接医疗废物为重
点，开展医疗机构医疗废物专项整治
行动；6、口腔诊疗活动中放射诊断行
为专项监督检查。以口腔诊疗机构放
射诊断质量、防护设施和受检者个人
防护等为重点，开展口腔诊疗放射卫
生专项监督检查。

我市开展卫生监督
执法“蓝盾行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王聪 徐国娇）6月3日
傍晚，家住开发区的小李下班路上收到了一条烟台税务公众号推送的
中奖结果通知，兴奋的他立马给爱人打起了电话：“上期发票中了500
元，咱今晚不在家吃了，出去接着领发票参加抽奖吧。”

和小李一样，当日在烟台开发区有800多人收到了中奖推送，这也
是该区开展“全域消费季”活动2个月以来，完成的8轮发票摇奖工
作。截至目前，活动共吸引4万多人次参与抽奖，6千多人次发票中
奖，拉动消费6400万元，乘数效应达22.8倍。同步开通的银联云闪付
联合各银行开展“满额立减、扫码抢券”活动，已发放优惠券4.2万张，
累计交易1.7万笔，拉动消费118万元，乘数效应达10.6倍。

“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5月份全区12家重点流通企业节日期
间进店232.2万人次、环比增长56.4%，销售额近1.9亿元、环比增长
31.9%。其中，居民对烟酒饮料、粮油食品类商品需求较大，销售额分
别同比增长146%、16%。”烟台开发区经发科创局相关负责人说，消费
数字的背后是促销费、提振服务业五大行动带动的“人气”飙升。

开发区发票抽奖
拉动消费6400万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马学利 赵冬）6月2日，
国网烟台供电公司在莱州进行线路改造和变电站改造过程中，对10千
伏珍西线改造利用中压发电车进行负荷切改，对35千伏南十里变电站
10千伏开关柜改造进行带电负荷切改作业，在烟台市域范围内首次成
功实施了微网中压发电车作业进行负荷切改。

现场施工首次成功采用了10千伏中压发电车转接10千伏珍北
Ⅱ、珍西线负荷，保障了线路所有用电客户不停供，实现了“负荷零损
失”，减少停电516时·户，多供电量15480千瓦时。

35千伏南十里变电站是莱州市文峰街道主要供电变电站，服务用
户1.3万余户，共有5条10千伏出线需要负荷转接。此次施工减少停
电时户数1728时·户，多供电量4.3万千瓦时。

我市首次实施微网
中压发电车转接负荷切改

芝罘区卫计监督所在一工厂操作现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