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泽社会、惠及民生，这是福惠社区
的初衷，也是愿景。

作为以旧城改造回迁居民为主体
的城市社区，福惠社区老年居民占比超
过20%。近年来，社区通过构建智慧居
家养老信息服务平台、“一站式”综合服
务中心、市民社区食堂等，创新社区居
家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的生活更丰
富、更有品质。

近日，“乡村答卷——决战决胜·百
名记者蹲点体验奋斗的喜悦”大型全媒
体报道组来到福山区福惠社区，感受“智
慧化”服务带来的居家养老新体验，分享
居民们的日常喜悦。

足不出户“叫”来养老服务

“您好孔大叔，这次安排什么服务？”
“好的，那我给您约上下午3点到家打

扫。”没有询问姓名，也没有记录家庭住
址，短短几十秒，一个养老服务预约就已
经完成。

“这位孔大叔是我们的老客户了，他
的情况我们接线员都熟悉。”社区馨悦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孙亚萍一边翻看着
信息登记的大屏幕，一边念叨着最近天
热，该给老人们换点啥解暑的吃食。

孙亚萍所在的服务中心2014年建
成，目前记录着包括福惠社区在内的福
山区4063户老人的信息，只要打过一次
电话，老人的信息就被记录在案，除了年
龄、住址等常规信息，还登记了老人的身
体状况和主要意向服务，并建立电子健
康档案，以提供最精准的服务。

“像孔大叔这种独居的老人是我们
常年的服务对象，中心为他提供了完善的
居家养老方案。”孙亚萍说，老人一开始
只是行动不便需要送餐，（下转第四版）

徐家汇商圈，上海最成功的商圈之
一，商业总量超过60万平米，日均流量
超过百万，顾客在这里任一商场消费后
的积分可以抵扣用作停车场付费，还可
在商圈内的其他商场进行消费积分兑
换，这就是徐家汇商圈搭建起的通兑积
分链。通过这样的链条，可以激活睡眠
积分，催生更多商圈消费场景，让积分流
动起来，用户的活跃度也进一步增强。

帮助徐家汇商圈搭建起这一智慧商
圈积分云平台的，正是位于烟台开发区
的山东渤聚通云计算有限公司。

作为一家云服务平台运营机构，渤
聚通以“云端驱动创新，数据创造价值”
为发展策略，以“云服务赋能产业经济”
为使命，致力于依托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聚焦高端制
造、现代海洋和数字贸易领域，以园区、
社区和商圈为载体，打造智慧行业云平
台，并提供一站式企业上云服务，助力实
现产业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商业创新。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渤聚通在云服务
方面早已全面发力：几年来，渤聚通已经
搭建起了上云企业数字化重生“快车

道”，帮助我市近千家企业成功上云，助
力烟台留学生创业园、中韩（烟台）产业
园牟平片区、济南龙山智能先导区等园
区成功“换脑”，实现了园区产业经济的
数字化转型。

渤聚通将区块链、大数据分析处理

等技术与徐家汇商城的数据融合，在安
全、公平和可追溯的前提下，把商圈内的
6家商场近万家门店连接起来，对商圈
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构建起了商圈的“群
体画像”。“有了这些大数据和画像，就可
以帮助商场有针对性地进行促销推广，

还可以在商场的招商工作中发挥作用，
最终构建起良性的徐家汇智慧商城生
态。”山东渤聚通云计算有限公司副总裁
宋敏向记者表示。

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为企业
快速匹配产业资源，也是渤聚通赋能企
业的成功实践。

烟台三水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传统
的配电柜生产、销售企业。和大多数的
制造类企业一样，三水电器也面临着设
备多、管理难、信息不联动、运维费用高
等行业痛点。

针对企业的需求，渤聚通为三水电
器搭建了电力系统设备云平台。通过
物联网对三水电器的所有电力设备进
行了实时监控，可以实时掌握分布在全
国各地的电力设备的第一手信息，便于
及时进行运维，设备产生的不同级别的
故障报警都可以实现即时响应，及时处
置，这样就实现了对设备的远程运维，
减少了售后人力成本，而平台具有的数
据分析功能还可以对电能能耗等信息
进行统计分析，为电网高效安全的运行
提供了保障。 （下转第二版）

今年，市教育局以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目标，聚焦全面增强教育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能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深
化内涵建设和强化要素保障，努力让各
类教育更加协调、更具活力、更有质量，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

抓统筹、促融合，打造烟台职教品
牌。在区域统筹构建大职教格局的基础
上，对接我市新旧动能转换和自由贸易
试验区等重大产业发展战略，完善职业
教育培训体系，统筹专业布局，设立新型
产教联盟，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适应新技术、新业
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现政府、企
业、学校、社会、家庭、学生多方共赢。

优服务、聚合力，释放高校创新动
能。贯彻落实全省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精神，发挥校地合作联席会议制
度作用，密切校地联系，凝聚发展合力。
聚焦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驻烟高
校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工作、平台创建，
发挥市校地合作示范基地引领示范作
用，进一步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推动烟
台文化旅游职业学院、烟台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健康发展。为驻烟高校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大支持。

补短板、上水平，加快发展学前教
育。推进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抓好居住区配套幼儿园整治工
作。健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落实
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补
贴。研究制定《烟台市居住区配套幼儿
园规划建设管理使用办法》，以县域为单
位制定《2020-2030 年学前教育发展规
划》，建立健全学前教育发展长效机制。

重培养、强保障，全面筑牢兴教之

源。落实《烟台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开展政
府委托高等院校培养师范生工作，从今
年起，以海阳市、长岛综合试验区为试
点，依托鲁东大学进行培养，吸引一批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优秀人才。完善
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健全中小学教
师激励机制，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和
农村特岗教师评选管理政策，建立教师
培养、补充、管理、激励系统化制度体系。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李纪超 整理

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蔡润圃——

全力推动烟台教育高质量发展

访谈

■ 未经许可，本报所刊作品一律不得转载。官方网站：www.shm.com.cn 官方微博：@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 官方视频：烟台网络电视 ■ 联系电话：总编室6631285 广告：6631203 订报：6231640

■责任编辑 孙逸云/美术编辑 曲通春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32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第18658号 ［ ］今日12版

2020 年 8 月 日6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
1945年创刊

官方客户端 大小新闻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
爆炸事件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惊悉贵
国首都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
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

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
日康复。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 难眠之
夜过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迎来爆炸之
后的第一个清晨。

爆炸地点的黑烟还未散去，贝鲁特
的街道仍然布满瓦砾，许多贝鲁特人一
夜无眠。

根据最新消息，已经有至少100人
在这场惨剧中丧生。中国驻黎巴嫩使
馆也证实，有一名中国公民在爆炸中受
轻伤。

对于饱受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双重
困扰的黎巴嫩，这场灾难不啻于雪上加
霜。国际社会纷纷承诺伸出援手，帮助
这个中东国家渡过难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
召红）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受副
高边缘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我市自
西向东将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全市

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强
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傍晚到
明天白天。请注意防范强降水可
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
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逄
苗 通讯员 孙立晓）近日，烟台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
捞渔获物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
动将持续到2021年6月30日。

为严厉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违法行为，斩
断市场销售产业链，保护长江流
域生态安全，本次专项行动将禁
止交易来自已经实施禁捕的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非法捕捞渔获物。全面禁止
交易来自长江干流和岷江、沱江、
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汉江、大渡
河等重要支流，以及鄱阳湖、洞庭
湖等大型通江湖泊非法捕捞渔获
物。严厉打击采购、销售和加工
来自禁捕水域的非法捕捞渔获
物；严厉打击采购、销售和加工无
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的水产品；

严厉打击对水产制品标注“长江
野生鱼”“长江野生江鲜”等字
样；严厉打击餐饮单位经营“长江
野生鱼”“长江野生江鲜”等相关
菜品、出售、购买、食用长江流域
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严厉打击以“长江野生鱼”

“长江野生江鲜”为噱头进行宣
传；严厉打击为出售、购买、利用
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及其制
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捞工具发布
广告；严厉打击为违法出售、购
买、利用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
物及其制品或者禁止使用的捕捞
工具提供交易服务等违法行为，
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
者要爱护长江“母亲河”，自觉抵制
长江“野味”，文明理性消费。如发
现上述禁止行为，可通过12345热
线或12315平台举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吴海艳 崔亚男）7月
31日-8月1日，山东省第七届“超
星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工科
组决赛顺利举办，烟台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教师吴海艳喜
获一等奖。至此，机电工程系已连
续三年共有四位青年教师在省“青
教赛”中斩获头奖。

据介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机电工程系秉承的是“以高质量
师资，引领高质量教育”的新发展
理念，实施了“名师引领、骨干带
头、专兼结合、四强三化”的师资队
伍建设新模式，通过“老带新、传帮
带”的形式，关心帮助青年教师快

速成长。针对省“青教赛”，系部专
门成立了以系领导和专业骨干教
师牵头的指导小组，依托山东省职
业教育名师工作室，从课程理念架
构、课程设计创新、课程内容组织
与实施等方面开展多次集体备课
与磨课，对参赛教师进行了全方位
的专业指导，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
水平。

优质的教学是服务当地经济
的基石。在成绩面前，机电工程系
进一步总结经验，发挥获奖教师的
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全体教师提高
教学水平的热情，着力打造“一主
体两辅翼、分层分类培养、能力阶
梯递进”的师资培养体系。

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帮企业上云，给园区“换脑”……渤聚通不断将云服务触角向远端伸展——

烟企“云平台”搭进徐家汇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摄影报道

黎巴嫩大爆炸死亡人数破百，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福山区福惠社区打造“互联网+养老服务”，精心编织社区居民“养老保障网”——

“智慧化”养老好幸福
YMG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 摄影报道

⑧⑧

我市开展打击销售长江
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行动

我市预计今天下午
到明天将有强降水过程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省“青教赛”又夺魁
已连续三年获此比赛一等奖

23项举措
托住民生“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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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深夜落水，他水下托举半小时，浑
身被划伤；流浪汉举起的水泥砖下，他救出
三位老人，自己头破血流——

救人！这是他们
做出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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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工作人员在介绍聚通云智慧园区云平台工作人员在介绍聚通云智慧园区云平台

老人们在福惠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娱乐室表演节目老人们在福惠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娱乐室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