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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李伟峰）全市非公经济领域为
抗击疫情捐款累计13262.4万元，捐物
折合人民币6581.71万元；为25家企业
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筛选推荐42家民营
企业参加金融辅导……今年上半年，烟
台市工商联全力助推企业复产复工，发
挥职能优势、整合资源、全力以赴打赢
疫情防控战，受到全国工商联表彰。年
内，市工商联还将聚焦我市特色产业，
进一步细分行业，争取新组建行业商
会，通过搭建招商合作平台，全力助推
我市“双招双引”。

今年5月底，蓬莱市工商联顺利完
成了济南市蓬莱商会筹建成立工作。
这也是烟台首个县级市在异地建立商
会，为县市区在异地建立商会、增进经
济信息交流、推动“双招双引”工作开展
掀开了新的篇章、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围绕规范化推进商会建设的进程中，
市工商联以打造“星级化商会”为抓手，
在征求34家所属商会意见的基础上，下
发了《烟台市工商联星级商会评定办
法》。记者获悉，市工商联还通过实施

“平台提升工程”，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打造法律金融及线上服务平
台。针对民营企业复工后可能面临的
法律问题，联合山东瀛伟律师事务所、
山东天锦律师事务所、山东乾元律师事
务所和山东嘉翔律师事务所的11名律
师组成“战疫”期间爱心公益律师团，为
企业稳定生产、正常经营答疑解惑、出
谋划策，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指导民
营企业做好应对疫情法律风险排查、防
范等工作，帮助企业规避风险，共渡难
关。疫情期间，为25家企业无偿提供法
律援助。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困
难问题，市工商联分别与工商银行烟台

分行、建设银行烟台分行、中国银行烟
台分行建立了对接合作关系，携手推出
民营企业融资优惠政策。根据前期反
馈，截至目前，企业小额信贷业务比平
时增长一倍以上。同时，配合市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筛选推荐42家民营企业
参加金融辅导，为企业提供常态化、精
准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着力缓解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下半年，市工商联将加强异地烟台
商会建设，搭建招商合作平台，利用北京
烟台商会、上海烟台商会和香港烟台同
乡会、澳门烟台同乡会等商会团体成立
的时机，举办烟台“双招双引”推介会，宣
传烟台优势和政策。建立与国内外工商
社团、企业的经常性联系交流机制，依托
在海外的华人工商界人士，适时推动成
立相关商会、社团，为我市开展“双招双
引”铺路搭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于帅男）昨天，记者从市水利局了
解到，为应对台风强降雨，市水利局强化
责任落实，进一步卡实水库行政、技术、巡
查“三个责任人”，督促责任人上岗到位、
履职尽责，开展工程巡查检查；开展“三个
责任人”电话抽查，掌握责任人履职情况
和水库工程运行状况，督促责任人上岗到
位。

强化监测预警，市、县两级水利部门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密水情汛情监测频
次，及时发布水情汛情监测预警，确保预
警信息全覆盖、无盲区、无死角。高度重
视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山洪灾害预警
平台和群策群防体系作用，督促山洪灾害

包保责任人上岗到位，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确保安全。

强化水工程调度，科学开展水利工程
调度，建立水利工程联合调度机制，强化
水库汛限水位监管，指导各级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按规定合理蓄泄并做好记录，对接
近汛限水位的水库下达调度指令，严禁违
反规定超汛限水位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
程防洪减灾兴利作用。

此外，强化值班值守和支撑保障。
全市水利系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严格信息报送制度，及时收
集、上报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
确保汛情信息畅通。充分发挥水旱灾害
防御专业优势，随时为洪水灾害抢险救
援提供技术支撑；督促水旱灾害防御队
伍上岗到位，做好防汛抢险物资准备，确
保防汛抢险关键时刻拉得出、运得到、真
管用。

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275.9毫
米，比去年同期偏多86.4%，比历年同期偏
少 1.2%。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
495.9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多131.0%，比
历年同期偏多26.0%。

截至8月5日，全市地表蓄水3.86亿
立方米，比历年同期偏少35.6%，比去年同
期偏多8.9%。

在大中型水库方面，29座大中型水库
蓄水2.2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偏少5.7%，
比历年同期偏少30.9%。其中大型水库蓄
水量为0.84亿立方米（门楼水库0.49亿立
方米，沐浴水库0.22亿立方米，王屋水库
0.13亿立方米），低于汛限水位相应库容
1.87亿立方米；中型水库蓄水量1.38亿立方
米，低于汛限水位相应库容2.00亿立方米。

全市所有大中型水库均低于汛限水
位运行。其中，3座大型水库低于汛限水
位3.1米-12.46米；26座中型水库中，蓬

莱平山水库、招远金岭水库干涸，招远市
侯家水库低于汛限水位1.4米，牟平区龙
泉水库1.25米、桃园水库2.05米、瓦善水
库1.16米、海阳市盘石水库0.87米、里店
水库0.19米，南台水库1.46米，其他水库
低于汛限水位2.7-9.8米不等。

在小型水库方面，小型水库蓄水
1.17亿立方米，低于汛限水位相应库容
2.94亿立方米，比历年同期偏少41.5%，
比去年同期偏多 28.1%。据统计，全市
大多数小型水库低于死水位运行，345
座干涸，24座库满，其中福山区3座(北
庵沟、姜家夼、改河)，莱山区2座(庙后、
东轸)，海阳市 5座(上孙家、招虎山、西
剑、西八里、上孙家双山)，栖霞市2座(李
家庄、东楼底)，莱州市 7座(涝畅河、团
结、河套、夼里、庵子、西孙家、南宿)，昆
嵛山5座(店子、曲家口安夼、九龙池、福
寿庄沙窝子、后庄)。

市水利局加强预警应对台风强降雨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无盲区

聚焦特色产业，细分行业，年内争取新组建行业商会——

凝聚商会力量，助力“双招双引”
在围绕规范化推进商

会建设的进程中，市工商联
以打造“星级化商会”为抓
手，在征求34家所属商会意
见的基础上，下发了《烟台
市工商联星级商会评定办
法》。记者获悉，市工商联
还通过实施“平台提升工
程”，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打造法律金融及
线上服务平台。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春娜 通讯员 王晓彦）昨天凌晨3
点，万达过街天桥第7段主桥顺利
合拢就位，距离“空中花园”建成又
近了一步。

“施工人员连夜施工，在凌晨3
点时，第7段主桥顺利合拢就位。”万
达天桥项目负责人曲军涛介绍。万
达广场天桥位于西南河路与毓东路
交汇处，天桥上部结构主桥为圆环
形连续钢箱梁梁桥。

万达广场过街天桥设计理念
为“丝带”，以“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为灵感来源，整体造型取自丝带舞
动，将丝带与海浪的形态提取再塑
造，融汇于桥梁结构中，通过当代
建筑手段，形成体型流畅空间丰富
的空中花园。

天桥四个方向共设置8座梯
道，建成后将方便市民安全便捷地
到达万达广场、文化中心、毓璜顶
医院及周边居住区。

万达过街天桥
第7段主桥合拢就位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侯
召溪 通讯员 纪攀）近日，为打好
防汛减灾主动战，守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针对汛期形势，对内加强防
范，对外协作帮扶，全面强化汛期
安全防范工作。

对内强化措施，加强风险防
范。地矿三院严格执行领导干部
带班值班制度，强化安全主体责
任。全面排查了基地、出租房、
岩心库以及所有野外施工地点、
项目部和宿舍情况，排除潜在受
灾风险。增强与气象、水利、自
然资源、应急等部门的沟通，及
时共享天气预警、汛期安全知识
和应急措施等内容，提高汛期风

险防范意识。开展应急预案演练
7次，切实增强预案的科学性、针
对性和实用性，提高汛期应急处
置能力。

对外协作帮扶，主动担当作
为。应烟台市芝罘区应急管理局
邀请，地矿三院协助开展城区防
汛重点隐患包墙巡查工作，踏勘
了10处隐患点，针对踏勘过程中
发现部分包墙存在的开裂、老
化、外凸、塌陷等问题，三院技术
专家根据实际情况给出了细致、
可行的维修建议，并对周边的群
众科普了包墙隐患防治知识和预
防应急知识，提醒群众提高安全
意识，避开包墙隐患，做到防患于
未然。

省地矿三院踏勘
城区防汛隐患包墙

连日来，为降低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烟
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严密勤务组织、强化数
据研判，加强口岸、码头的日常巡查，对国际
船舶和船员强化监管，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于昕柠 摄

严控疫情输入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逄苗 通讯员 姜骁宸 于黎明）近
日，山东省公布了首批省级农村
改革试验区名单，确定全省28个
县（市、区）为第一批省级农村改
革试验区，海阳市作为烟台市唯
一入选县（市、区），将承担“建立
健全支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
度”及“健全支持农业生产全程社
会化服务政策体系”两项改革试
验任务。

据悉，海阳市将以此为契
机，围绕“走在前列、全面开创”
的目标定位，通过建设省级农村
改革试验区，以完善农村产权制
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为重

点，加快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有
针对性地对制约我省农业农村发
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先行先试，以
改革创新的精神破解乡村振兴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较为成熟
的操作经验和实现路径。同时，
开拓视野，将国内外农业农村改
革发展实践经验和先进模式借鉴
过来，形成符合山东实际的可行
方案和模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提供制度支撑。

此外，海阳还将切实解决制
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展以
及全域生产托管、全程社会化服
务工作中的深层次矛盾，因地制
宜构建起全域政策体系、制度架
构和治理模式，形成一批理论成
果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

海阳入选省级
农村改革试验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
召红 通讯员 杨易 刘美君）日前，
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校企合作示
范基地启动暨校外实训基地签约
仪式圆满举行。仪式由山东省跨
境电子商务研究会、烟台高新区管
委、烟台市商务局主办，烟台校地
合作示范基地、烟台高新科创发展
有限公司、山东锐登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承办。

会上，“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
校企合作示范基地”正式启动，山
东锐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
理工大学、烟台大学等9所高校院
所现场签约，共建“校外实训基
地”。基地将通过实行跨境电商校
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在学校与企
业间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
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真实需求
的有效对接。

高新区当前正处于创新发展、

赶超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
发展跨境电商，既是发展所要，也
是国家所需。基地的正式启动，是
高新区积极探索跨境电商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有效实践，是促进
跨境电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关
键一步，有利于带动全省跨境电商
专业建设，持续为全省外贸产业输
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在资源共
享、协作交流、协同创新方面取得
丰硕成果。

下步，高新区将乘着总理视
察的东风，依托山东省跨境电子
商务校企合作示范基地，紧跟跨
境电商发展趋势，加强优质人才
培养，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与高
校和企业携手共进，促进企业与
高校良性互动、人才与资本深度
对接、科技与市场融合发展，开启
跨境电商行业在高新区发展的新
纪元。

山东省跨境电子商务校企合作
示范基地在高新区正式启动

（上接第一版）服务中心健康管理师根据
老人饮食习惯制定配餐方案，整整送了三
年。去年老人身体状况下降，又提出了需
要日间照料，中心对老人的身体能力评估
后，安排专业家庭服务人员为其提供助
餐、助洁、助浴等日常服务。

只要拨打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叫来养
老服务。这就是福惠社区打造的“智慧
化”信息服务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模
式，解决了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

通过线上的资源整合，智慧平台将
养老服务、运营商、服务商、政府、家庭、
个人连接起来，老人通过政府免费配发
的一键呼叫手机、居家电视、电脑，或拨
打8900000、12349热线等方式，寻求居
家养老、日间照料、医疗保健等各类民生
服务。

在线下，社区卫生服务站、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以及300余家加盟商和义工社
团机构，随时根据老人需要开展居家上门
服务。目前，平台涵盖居家养老服务、家
政服务、商品配送、医疗服务等10个大
类、50多个小项服务，真正实现“互联网+
养老服务”落地。

“远程医养”实现送医上门

养老不出户，福惠社区的“智慧化”不
仅于此。

“我们现场连线一下清洋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师，通过大屏幕我们可以跟
医师进行交流。”在社区卫生服务站，省广
电媒资中心主任、省玖玖医养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安苑详细演示了“山东省医
养健康智慧服务平台”使用方法。

“这个平台是省广电和省卫健委战略
合作项目，集电视医院、居家康护、健康养
生、一键救助、医养政策等功能于一体。”安
苑介绍说，平台通过电视、手机、电脑等可
视化设备，为居民提供网络问诊、体征监
测、养生康复等一站式社区便民服务，为社
区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提供全方位保障。

在卫生站还有一个“健康小屋”，可以
通过刷身份证快速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还
可以自助检测血氧、血压等11项参数，并

可进行血脂四项、动脉硬化等多项设备检
测。最关键的，数据可自动上传至云平台
并存储，可实现数据统计、数据分析、健康
评估、慢性病风险评估、中医体质评估、健
康指导与教育等功能。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生活

在福惠社区，居民养老服务实现“智
慧化”，精神生活也“多元化”起来。

68岁的退休老人张吉平是社区书画
室的负责人，从书画室建立那天起，她就成
了书画室最忠实的“粉丝”，几乎每天都在
书画室里写书法、画工笔画……如今，书画
室已经陪伴她走过6年。她说，书画室就
是她的精神小屋，是她最大的快乐源泉。
在书画之余，张吉平老人还免费教学，带身
边零基础的老年人一起画工笔画，很多周
边社区的居民纷纷来这里学习、切磋交流。

“书画室让我的退休生活焕发光彩，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生活。”脸上洋溢着

喜悦，张吉平老人动情地说。
书画室只是福惠社区占地5186平方

米综合服务中心的一隅。这里还有日间
照料服务中心、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市民
社区食堂、健康活动室、志愿服务站……
其中，日间照料中心面积1600平方米，设
立憩园、棋牌室、手工坊、康复室等，以社
区为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为载体、公
益志愿服务为补充，主要为年满60周岁
的老年人以及特殊群体提供日间照料、休
闲娱乐、助餐等需求性服务。

在社区内，象征着民族团结的“石榴籽
驿站”也扎根于此。自社区建成之日起，就
常住着十几位朝鲜族老年居民，他们热爱
唱歌跳舞，经常聚在多功能活动室排练节
目。慢慢的，人数越来越多，活动时间也逐
渐固定在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为了更好地
带动民族团结，社区成立民族团结工作室，
取名“石榴籽驿站”，向社区及周边县市区
的少数民族老年人开放，不仅丰富了他们
的老年生活，更架起民族团结的桥梁，成为
民族情深一家亲的精神纽带。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福惠社区构建
养老服务“生态网”，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幸
福感十足。

“智慧化”养老好幸福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高少帅 通讯员 潘刚林）8月4日
下午，市国资委举办第六期“法治
国企讲堂”暨《民法典》专题讲座，
邀请鲁东大学法学院院长、山东
省政法智库专家组成员、烟台市
依法治市专家组成员孙明专题授
课。

孙明围绕民法典概述、民法典
的重大意义、我国民法发展历程和
民法典重要条文解析等内容进行
了授课，授课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详略得当、深入浅出，对全市国资

国企系统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推
进法治国企建设、促进市管企业高
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此次培训是市国资委开展“六
个一”推进法治国企建设的一次具
体行动，下步将根据年度计划安
排，扎实做好开展一次调查研究、
出台一个指导文件、修订一轮公司
章程、建立一个学法制度、做好一
个结合活动等方面工作，全力提升
依法监管和依法治企工作水平，为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

市国资委举办“法治国企讲堂”
暨《民法典》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