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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制度性文件，对参政议政、考察调研等
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为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方面提
供政策保障；引导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展现参政党服务社会的担当；围绕重点改革事
项，积极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发挥《议政建言》直
通车作用，《关于加大化工新材料人才培养力度
的建议》等一批建言献策信息被相关部门采纳。
仅2019年，全市开展了17次重要政党协商活动，
就有关文件、重要事项书面征求民主党派意见建
议21次，协商确定、开展重点考察调研14次……
件件事例和串串数字，谱写出近年来我市多党合
作事业的新篇章。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协助各民主党派市委
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
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政党协商
和民主监督质效持续增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实
现健康发展。

多党合作事业实现新发展

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简称。多党合作制度是我
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党制度。

近年来，我市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不断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政党协商
力度，提高民主监督实效，帮助各民主党派履行
职能、发挥作用，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完善、效果

得到进一步彰显。
制度化推进政党协商，着力发挥民主党派在

协商民主中的作用。积极组织实施各项政党协
商活动。今年上半年，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各类协商会、座谈会等协
商活动8次。其中，市委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协商
活动1次并作出重要批示，其他市级领导主持召
开协商活动7次，先后就全市“两会”人事安排、统
筹全市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民主党
派参政党建设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等事项进行
了充分沟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党委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提升参政议政质量，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近年
来，积极整合民主党派资源优势，围绕山东自贸区
（烟台）片区建设、双招双引、助力脱贫攻坚、社会民
生等热点焦点问题建言献策。在2019年的市“两
会”上，民主党派集体提案59件、个人提案332件，
占提案总数的60%以上。发挥《议政建言》“直通
车”作用，《关于老城区部分商业综合体利用的建
议》等一批重要建议被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
示，转相关部门参阅采纳解决。开展健康养老产
业联合调研，参与扶持共享民宿、乡村民宿旅游等
新型精准扶贫项目，积极参与国家和省、市级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重点研发计划等，以重点调研课题
形式，积极为助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

提高民主监督实效，着力规范民主监督各项
措施机制。连续多年围绕全市“三重工作”和重
要改革事项，结合民主党派实际选题破题开展民
主监督工作。仅今年上半年就分别确定了促进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等7个民主监督重点事项，并
印发通知到市直有关部门，请各部门对民主党派
市委的民主监督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市法院、检
察院和党风廉政建设民主监督座谈会已形成长
效机制。建立了党外人士特约人员数据库，召开
特约人员聘任暨现场观摩会议，持续推进特约人
员工作。截至目前，全市有14个市直部门聘请
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94人次担任特约人员，监
督本部门工作的开展。

服务最美烟台建设取得新成效

烟台现有民主党派市级组织7个，分别是民
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
县级委员会1个（民盟莱阳市委会），基层组织
214个，成员3582人，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区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小学校、医药卫生、文化艺
术、企事业机关等单位和个别县级市。近年来，
我市各民主党派在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和参政议
政职能的同时，围绕最美烟台建设，努力探索服
务发展的新举措、新内容和新形式，以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活动、凝心聚力“十三五”行动和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活动等为总抓手，发挥各自专长和
资源优势，努力打造“科技富民”“义诊为民”“文
化惠民”“法律帮民”等社会服务工作品牌，社会
服务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民革市委连年举办仙人盆福虎岭樱桃文化
节，帮扶仙人盆村通过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生态旅游，先进经验被《团结报》头
版刊发并在全国推广。民盟市委慢病医融共同
体建设、“医路同行”慢病防控进社区等活动，受
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建市委开展“明天助
学”活动，建立150余万元扶贫基金，一对一帮扶
170名贫困家庭学生。民进市委连续15年开展

“（教科文卫法）五送惠民”活动和“同心·国家扶
贫日”活动。农工党市委积极推进“农工星光行

动”社会服务基地建设。致公党市委聚力打造
“服务社会实践月”“致公书屋”“关爱困难母亲”
社会服务品牌。九三学社市委承接九三学社中
央“亮康行动”走进莱州活动，免费实施白内障复
明手术近百例等。

特别是今年疫情期间，我市各民主党派组织
和广大成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
投身到这场战“疫”中来，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的使命和担当。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民
主党派成员（及其企业）捐款1017万元、捐物折合
近4000万元；上报社情民意234条，发表宣传信
息183条；战斗在医疗一线的197人、其他防控一
线的108人；文艺界成员积极创作诗歌、散文、书
法、歌曲等抗疫文艺作品，为全市疫情防控和统筹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

加强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要
求，抓好五个建设，增强五种能力，全面推动我市
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

凝聚政治共识，加强民主党派思想建设。深
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建
立“学习强国”民主党派群组；引导全市民主党派
组织和广大成员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政党协商等重要论述的
精神实质、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努力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民主党派成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画
好同心圆，凝聚正能量。提高网络宣传质效，鼓
励各民主党派市委建立新媒体宣传阵地，加强网
络宣传力度，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大力
弘扬民主党派正能量，唱响民主党派好声音。

夯实基础，推动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定出
台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规划，努力建设

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代表性强、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为发展好多党
合作事业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近年来，建立完
善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提
高选人用人的科学性。通过党外干部培训班、同
心大讲堂等集中培训方式，提高代表人士的综合
素质。加大交流轮岗、挂职锻炼等实践锻炼力
度，先后选派13名同志到省市两级实践锻炼基
地交流挂职，弥补了岗位历练不足的“短板”。

求实创新，提高机关建设水平。以建设“学
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效能型、廉洁型、和谐型”
民主党派机关为目标，从增强机关同志的使命意
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入手，不断强化机关建
设。以“扎实履职，务实奋进”“主动作为，拼搏创
新”“严谨规范，明责进取”“坚定政治信念，增强
使命意识”为主题，开展“机关质效提升工程”活
动，不断健全会议、学习等制度，民主党派机关工
作作风进一步改进，工作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
高。民建烟台市委不断挖掘会内资源，打造会史
教育载体，分批带领基层组织负责人参观黄炎培
故居、施复亮故居、胡厥文生平事迹展馆、民建成
立旧址陈列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思想建设
工作找到新抓手；民进烟台市委以“谋其政”为
要，出台参政议政全员参与制、调研申报制、成果
审核制和四要素工作法，不断地加强参政履职责
任体系和助推发展工作机制建设；致公党烟台市
委发挥侨海特色与优势，经常与在烟投资的海外
侨胞联系交流，支持他们在烟台投资兴业；九三
学社烟台市委从“严入围、重培养、压担子、挑大
梁”等方面着手，不断优化社员结构。

峥嵘岁月立初心，携手建功新时代。在中共
烟台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以践行时代
担当大力提升民主党派生命力，携手共同谱写出
我市多党合作事业的最新篇章。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倪燕燕

不忘合作初心，携手建功新时代

我市多党合作事业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安益 通讯
员 熊德洋）为进一步抓紧抓实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回应社会关切，了解芝罘区主要商
超、市场进口海产品及肉类状况，保障广大
市民身体健康，按照省委新冠肺炎疫情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求，6月23日-24日，芝罘区
疾控中心抽调专业人员开展相关产品流通
环节风险排查，对芝罘区经营进口海产品的
市场、商场、超市等交易场所进口海产品、外
环境、相关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6月23日中午，芝罘区疾控中心抽调
25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7个应急采样、检测

工作组，召开应急监测工作专题会议。会上，
疾控中心分管主任传达了省市相关文件精
神；传防科负责人对本次应急监测要求、监
测点、监测种类、项目和采样部位、数量等
进行了详细解读和说明；检验科负责人现
场讲解了采样前准备、样品采集方法、运送
要求和个人防护等知识，确保监测工作顺
利开展。

本次监测内容涵盖市场外环境、重点类
食品、从业人员三部分，其中市场环境污染
监测对象包括市场摊位操作台面、案板、包
装材料、包装容器等器具和水池、下水道等

环境样品；重点种类食品表面监测采集了三
文鱼、舌头鱼、偏口鱼、龙利鱼、笔管蛸、虾、
螃蟹等水产品，进口猪肉、牛肉、羊肉等肉类
食品的冷冻、冰鲜产品的表面涂抹样品；从
业人员监测包括商超、市场参与相关产品运
输、处理、销售等工作的人员。

截至6月25日凌晨，共对市场监管局
和商务局摸排的8家市场、46家商超进行了
采样检测；采集进口海产品270份、进口肉
类188份、外环境580份、摊位环境710份、
相关人员240人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芝罘区疾控中心提醒：海鲜等生食可能
带有一些致病微生物，建议经过加热处理后
再食用。处理生、熟食品最好准备两套刀
具、砧板，分别使用，不能混用。若没有两套
刀具、砧板，可按照“先熟食、后生食”的顺序
处理食物；或在处理生食后，将厨具用开水
充分漂烫消毒，再用于熟食处理。夏季天气
湿热，冷食食品应做到即做即食。

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下，广大市民要做
好个人健康监测和卫生防护，如出现发热、
咳嗽等身体不适，应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
前往医疗机构时严格按要求佩戴口罩。

芝罘区对商超、农贸市场等处物品及环境标本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1988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据市价格监测中心监
测，29日我市主要粮油副食品价格稳中有升。监测数据显示，
与28日相比，粮食、水果价格基本稳定，花生油、蔬菜价格小幅
上升，鸡蛋价格窄幅下降。

花生油价格小幅上升。面粉（标准粉）平均价格2.08元（每
500克，下同）、面粉（特一粉）2.37元、粳米（标一）2.71元、小米
6.50元、大豆油（桶装5L）37.12元，以上价格均持平，花生油（鲁
花桶装5L）152.95元，上升7.16%。

鸡蛋价格窄幅下降。鲜猪肉（精瘦肉）、鲜猪肉（肋条肉）平
均价格分别为29.00元、28.47元，分别上升1.17%、1.19%，鲜牛
肉（新鲜去骨）44.12元、鲜羊肉（新鲜去骨）50.46元、鸡肉（白条
鸡）8.83元，价格均持平，鸡蛋3.08元，下降2.69%。

蔬菜价格升多降少。20种主要蔬菜平均价格3.02元，上升
1.74%。分品种看“12升4平4降”，其中芸豆价格升幅居前，上
升7.18%，菠菜价格降幅最大，下降4.57%。

水果价格平稳为主。6种主要水果（苹果、梨、香蕉、橙子、
桔子、西瓜）平均价格3.75元，微升0.74%。分品种看“1升5
平”，其中香蕉价格上升5.63%。

29日我市花生油价格上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冷冠霖）6月29
日，两台崭新的“救命神器”——AED设备在我市新启用的政务
服务中心安装完毕并投入使用。AED全称为自动体外除颤仪，
是适合非专业人员使用的急救设备，可为心脏病突发的患者进
行电除颤，帮助发生心室颤动的病人恢复心律，提高救治心源性
猝死的成功率，为守卫生命安全增加一道防线。

“箱体上就有简单的说明，操作简便，随时打开都能用。”市
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市红十字会推广“救”在身边AED募
捐项目是为第一时间抢救生命，提高突发心脏性猝死的存活率，
为广大市民生命安全提供应急保障。市红十字会呼吁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踊跃参与该募捐项目，可以捐款，也可以直
接捐赠AED设备定向冠名安置。市红十字会募集采购的AED
设备，将优先投放安置在学校、车站、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

两台心脏病“救命神器”
在新政务服务中心启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安益 通讯员 姜彦汝 摄影报
道）28日，在G204，养护人员正对路边的法国梧桐进行抹芽。
据悉，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法国梧桐进入生长旺期，对树木及时
抹芽修剪，能够促进法国梧桐形成紧凑、美观、均衡的杯状树形，
确保公路的林荫和景观效果。

“近期，我们在公路巡查时发现，树上又长出许多新芽，这些
新芽参差不齐，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导致枝条杂乱生长，树冠
也会生长不匀称。对此，我们公路中心利用近期的晴好天气，集
中对G204的 1920棵法国梧桐树的多余的新生枝叶进行剪
除。”芝罘公路中心养护科科长崔新舰介绍说，“无用的枝芽生长
量很大，发芽后及早抹去，既能便于树木集中吸收营养，平衡树
木的树形，提高路树美观效果，又能有效减少病害及虫害的发
生，促进树木快速健康生长。”

芝罘公路对辖区内
法桐实施集中修剪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栾秀玲 潘晶 张国杰 摄影报道）
6月29日，烟台山医院东院区内科病房正
式投入使用。新启用的内科病房，更加宽
敞、明亮、舒适，设施更加先进。该病房的
开放，意味着烟台山医院将以更加优质贴
心的服务，为周边内科疾病患者住院就医
提供极大便利，给患者带来入“内”如家的
就诊体验。

东院区内科病房（A座5楼至15楼）位
于门诊楼的东北方向，建筑面积约27000
平方米，设有重症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一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心血管内
一科、心血管内二科、消化内一科、消化内
二科、肾脏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与代谢
病科、全科医学科、血液内科等病区，在综
合楼三楼还建有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和心
导管室，总床位数达到450张。

烟台山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打造
人性化住院环境。新启用的各病区内环

境整洁，光照充足，地板和墙面均以米黄
色为主色调，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3米
宽的走廊宽敞明亮，两侧设有扶手，提供
充足安全的活动空间。充分考虑住院患
者及陪属需求，病房设有三人间、两人间
和单人间，各病房均配备中央空调、数字
电视、陪属折叠床、移动输液架、独立卫生
间和淋浴室等人性化设施设备，让患者住
院期间享受到最舒心的环境和最周到的
服务，切实增强患者就医获得感。

凝练品牌特色，专注技术提升。近年
来，烟台山医院高点定位、持续发力，突出
重点、打造品牌，全面推进学科发展。在
省内率先开展的五大中心建设——胸痛
中心、房颤中心、心衰中心、心脏康复中
心、高血压达标中心五大中心均通过国家
级认证，实现心血管疾病预防-治疗-康复
一体化管理，心内科及相关科室的诊疗能
力大大提升，更多心血管疾病患者受惠。
2017年，烟台山医院被授予“国家高级卒

中中心”建设单位，积极示范带动烟台市
脑血管病诊治水平，依托“溶栓地图”建立
覆盖全市的脑血管病快速救治网络，实现
高效精准治疗，推动烟台市脑血管病的发
病率、致残率和死亡率不断降低，让烟台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国内乃至
国际接轨的领先卒中诊疗技术。目前，医
院拥有省级、市级重点学科和重点专业30
余个，覆盖东院区所有内科科室，标志着
各学科服务能力、诊疗技术、人才队伍、科
研能力等均处于全市前沿水平。

随着东院区启用，制约发展的硬件条
件得到改善后，医院将针对全市人民新的
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进一步加快各学科
发展步伐，根据三院区不同服务半径广大
群众诊治需求，增加医疗服务资源，优化学
科布局，不断提升各学科优势，走专业化、
学术化发展道路，推动三大院区专家配备、
技术实力、医疗质量同质化，医院管理和服
务标准化，更好地服务全市，辐射周边。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内科病房正式启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今年6月29日-7月5日为全国节能宣传
周，主题是“绿水青山，节能增效”；7月2
日为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低碳，全
面小康”。记者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获
悉，我市将启动全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周活动，组织全市各级公共机构开展宣
传展示及主题活动，发挥公共机构的示
范引领作用。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重点围绕节约
型机关创建和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成果
及要求，统一制作宣传刊板和标语，在市
委市政府办公楼、人防楼、人大、政协、西
部综合办公区等市级机关集中办公场所
进行展示。通过公共机构节能志愿者在
办公区现场发放和网上发送相结合的方
式，向全市公共机构发放“厉行节约、绿色
办公”倡议书、生活垃圾分类手册等宣传
材料。

组建垃圾分类宣讲团，深入公共机
构开展培训指导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优秀文创作品展播。本次全市公共机
构节能宣传周期间，各级公共机构将结
合实际开展能源紧缺体验、节能宣传和
主题活动、垃圾分类培训指导、节约型机
关创建行动等活动。

低碳日当天，全市各公共机构将开
展“四个停开”能源紧缺体验活动，即停
开公共区域照明，停开除数据中心等特
殊区域外空调，停开六层以下办公楼电
梯、高层建筑电梯分段运行或隔层停开，
鼓励干部职工停开汽车、“135”绿色低碳
出行（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
车，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一
步增强干部职工的节能意识。

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各单位指导
所属公共机构通过横幅、电子屏、宣传
栏、提示卡、网站、微信等形式广泛开展
宣传，结合各自实际开展线上讲座、徒
步、骑行、知识竞赛、作品征集、新技术推
广、志愿者行动等主题活动。

市直各部门各单位、各县市区公共机
构节能管理部门将结合各自实际，以线上
活动为主，营造绿色低碳的浓厚氛围。

全市公共机构
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