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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建7个扶贫车间，吸纳600人就
业；当地建厂吸纳 328 人就近就地就
业；720名贫困人员参加专业就业培训
……近年来，烟台巫山两地积极探索建
立区域性劳务合作机制，通过就业扶贫
协作凝结了深厚的山海情缘，结出累累
硕果。

打造区域间
劳务转移新模式

两地政府建立了烟台-巫山区域性
劳务输入输出合作机制，援建了烟台
市-巫山县就业协作服务平台，及时输
送供需信息，开展劳务协作，打造出区域
间劳务转移新模式。

创新工作思路，两地实践“1+3+5”
的劳务扶贫协作新模式。“1”就是确定
一个目标任务，通过劳务扶贫达到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的目的；“3”就是确立三
种劳务扶贫途径，针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需求和现有条件，采取转移就业一
批、就近就地就业一批、创业带动就业
一批三种帮扶方式；“5”就是建立五项
保障机制，针对劳务扶贫协作工作特
点，建立包括互访协商、政策保障、动态
管理、多渠道合作及全方位推进工作机
制。

针对当地人不愿远离家乡的实际，
烟台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多渠道开发就
业岗位。在有条件的乡镇设立就业扶贫
车间，把更多的就业岗位送到贫困劳动
力家门口。先后援建了7个集就地就
业、技能培训、创业服务于一体的扶贫车
间，共吸纳660人就业，其中贫困户516
人。烟台三嘉控股有限公司还出资建设
了巫峡粉丝厂，目前，这个企业共吸纳当
地328人就近就地就业，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81人。

456名巫山籍劳动力
来烟就业

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是促进就
业的有效手段。两地积极探索拓宽区域
间合作领域，围绕加强培训工作，谋划推
进“建一所分院、搭三个平台”系列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

在烟台市人社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巫山建立起烟台创业大学巫山分院，拓
宽创业培训渠道；搭建家庭服务业合作
平台，组织两地家政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做强“烟台大姐”和“巫山红叶姐”品牌；
搭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训机构合作
平台，邀请巫山人力资源企业、培训机构
负责人来烟培训考察，达成合作意向；搭
建技术院校合作平台，组织烟台工贸技
师学院与巫山县职教中心签署了校校合

作协议。有针对性地为巫山当地劳动力
免费开设专业培训班，当地720名贫困
人员参加了培训。

面对疫情挑战，两地综合施策、联手
行动。一方面，积极沟通，掌握巫山劳动
力务工需求后，烟台人社部门有针对性
地“定期定向”搜集输送优质岗位需求信
息2.6万个，举办春风行动、“直播带岗”、
鲁渝专场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另一方
面，统筹疫情防控与劳务扶贫协作工作，
通过“组团式”转移就业，扎实提升劳务扶
贫协作社会效益。烟台人社部门按照要
求统一办理复工人员健康通行证明，统
筹规划人员接机、接站车辆等准备，并安
排工作人员进行全程护送，实现从“家门
口”到“厂门口”的“点对点、一站式”服
务。今年以来，通过线上线下招聘，共跨
区域转移巫山籍劳动力来烟就业456人。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李彬 张清凯

建立区域性劳务合作机制，打造劳务转移新模式

烟台巫山就业扶贫结硕果

烟台中考录取正在进行中。今天起，
普通高中进入录取流程。全市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为30755人。与往年一致，今年
仍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录取的方式，录取至
本月16日结束。

民办学校不得招收
已被录取学生

今天开启的是中考第二批次普通高中
的录取工作，录取时间为8月11日至16日。

按照规定，统招生由教育行政部门根
据招生计划和学生志愿，按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分批次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
取。各县市区公办普通高中统招生录取
分区域分时段进行。其中，第二批次开录
首日8月11日，芝罘区、福山区、莱山区、

牟平区、开发区、高新区进入录取流程；8
月12-13日，海阳、蓬莱、长岛、莱州录取；
8月14-15日，莱阳、栖霞、龙口、招远录
取；8月16日为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时间。
民办普通高中在招生计划内自主招生，已
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将不会被招收。

根据市教育局统计，今年全市初中毕
业生总数较去年明显增加，市区毕业生也
有所增长。今年各区市都相应增加了普
通高中招生计划，特别是增加了优质普通
高中招生计划。市直各学校去年就已增
加了300余个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全市招生30755人
新增烟台二中芝罘校区招生

2020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

30755人。
根据市教育局对招生计划的安排，面

向芝罘区、莱山区、牟平区、高新区四区招
生的市属公办普通高中有7所。烟台一中
招生910人，共设19个班，其中面向芝罘
区招生800人，面向莱山区、牟平区、高新
区共招生50人，两个国际班面向全市招生
60人。烟台二中高新校区招生700人，设
14个班；烟台二中芝罘校区招生510人，
共设11个班，含两个国际班面向全市招生
60 人。烟台三中招生 900 人，设 18 个
班。烟台四中招生600人，设12个班。莱
山一中招生600人，设12个班。牟平一中
招生950人，设19个班。烟台牟平育英艺
术中学招生500人，设10个班。

其他区属公办学校面向本区招生。
烟台十四中招300人，设6个班，面向芝罘

区招生。福山一中招生700人，设14个
班；格迈纳尔中学招生 500人，设 10个
班。两校均面向福山区招生。开发区高
级中学招生1500人，设30个班，面向开发
区招生。

民办学校可面向全市范围招生，其中
市区民办学校有6所。分别是烟台青华中
学招生750人，设15个班，其中300人按
照公办普通高中学生标准面向芝罘区、莱
山区、牟平区、高新区统一招生；烟台外国
语实验学校招生320人，设8个班；烟台培
英学校招生300人，设6个班；烟台市双语
实验高中招生700人，设14个班；北大附
属实验学校烟台学校招生200人，设4个
班；烟台爱华双语学校招生440人，设10
个班。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烟台普通高中今天开始录取
招生计划为30755人，分区录取至16日结束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
讯员 吕冬华 摄影报道）“通过文明城市
创建，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
前屋后没了柴火堆，道路干净整洁。住在
这样的环境里，太舒服了。”昨日上午，莱
山解甲庄街道南水桃林村杨培和高兴地

对记者说。
漫步在解甲

庄街道南水桃林
村，犹如走进一幅

美丽的田园画卷，
干净平坦的乡间小路

纵横交错，古树掩映下的
农家院落整洁怡人，图文并

茂的文化墙增姿添彩。孩子们在门
前闹，老人们坐在树下笑，伴着暖阳，幸福
感拂面而来……

这幅生态宜居画卷的背后，体现着
解甲庄街道立足民生、改善环境、攻坚文
明城市创建的智慧和魄力。今年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解甲庄街道牢固
树立大局意识和“一盘棋”思想，既整改
问题又提升细节，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高标准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助力美丽

乡村提档升级。解甲庄街道举行书记主
任论坛，会上以视频形式逐一将各村人居
环境整治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曝光，
揭短亮丑，让各村书记主任红脸出汗，知
耻而后勇，从而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截至目前，解甲庄街道共投入人力
3680人次，对辖区范围内生活环境进行全
面整治，收集、清运生活垃圾541.4吨。投
资约10.7万元清理建筑垃圾、杂物60324
余方，清除乱堆乱放392余处、乱贴乱画
45余处，更换破旧、损坏横幅82条，处理
占道经营76起。投资74.736余万元实现
辖区内村级道路硬化6228平方米。投资
230余万元对南水桃林村、朱柳村的人居
环境进行整体提升。

文明实践赋能创城工作，合力推动
创建文明家园。投入近10万元打造新
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及各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
开展了“‘蒲公英小队’进万家”“文明创
城 扮靓家园”“弯腰一秒钟 净美新农
村”等文明城市创建专项行动，全面推
进创城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志愿服务和
公益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作用，不断完善实践站功能，构
建文明村居发展模式，形成合力推动创
城工作。

集贸市场改造提升，强力推进小餐饮
规范经营。集中整治集贸市场周边环境，
建设排水沟300余米，硬化道路500余平
方米，安排专人维护集贸市场秩序和环境
卫生。规范餐饮店亮照经营，对《食品安
全承诺书》、检查记录、从业人员健康证、
食品添加剂进行公示。在就餐场所醒目
位置张贴“节俭养德”“公筷公勺摆上桌”
等文明标语。落实餐饮单位索证索票、进
货查验、人员培训、晨检消毒等台账登
记。督促餐饮业户对经营场所卫生情况
进行清洁，保证厨房、餐厅无有害物质堆
放。同时要求对餐厨垃圾进行及时清运，
各物料按规定离地摆放，保证没有卫生死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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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我们
响应芝罘区号召，把交通秩序治理
作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各级文明单
位的排头兵作用，以文明交通志愿
服务实践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

‘争做文明交通使者 助力文明城
市创建’主题活动，起到了良好的
效果。”养正小学教师、市民巡访团
成员马少惠说。

“我作为一名志愿者，积极
参加各项活动，参与了‘不文明
行为随手拍’活动，曝光各类不
文明交通行为。着重关注养正
小学附近的交通情况、共享单车
摆放秩序问题、医院门口乱停车
问题、广仁路步行街出现的各种
不文明行为等，及时反馈给上
级，并促使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综合运用媒体宣传、教育实践活
动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学校的公
众号，对全体师生进行文明交通
教育，促进学校师生文明交通习
惯的养成。”她说。

2019年12月30日晚7点多，
家住南通路1号山海云天的李佳
骏吃完晚饭，从窗户望出去，雪越
下越大，从西南河路通往南通路有
一段小上坡，很多车打滑上不去，
西南河农贸市场前“趴窝”的车辆
越来越多，造成了交通拥堵。

李佳骏赶紧穿上外套下楼救
援。当时的路面光滑得似镜面。
李佳骏帮着一辆一辆地推车，上
了坡的车主都非常感激。和李佳
骏一同帮忙推车的还有一个小
伙，大家素不相识，但每推上一辆
车，两人都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大约7点半的时候，李佳骏帮忙
将一辆车推到坡上后，下坡要再
推下一辆车时，脚下一滑摔倒了，

当时他听到“咔嚓”一声，意识到
右胳膊骨折了。一同推车的小伙
看他摔得不轻，忙把他扶起来，问
需不需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没
事”，然后忍着剧痛自己向毓璜顶
医院走去。

到了医院拍了片，结果是很严
重的骨折，值班大夫得知李佳骏是
因做好事而摔伤后，都十分感动，
为他安排了次日早上第一台手术。

1月1日，李佳骏所在的烟台
市绿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同事
赶到医院看望他，安慰他好好养
伤。李佳骏的住院费用医疗保险
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手术用的钢
板大约需要1万元，基本上是自
费。一年之后要再进行一次手术
取出钢板，不但要花钱，还要受
罪。对此，他很轻松地表示：“等
胳膊好了，有能帮人一把的地方
我还会帮！”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图文并茂的文化墙

雪夜救援摔断胳膊

李佳骏：能帮人一把还会帮

市民巡访团成员马少惠：

让师生养成文明交通习惯

做好港城“守夜人”

（上接第一版）已经在我市多个学
校投入应用。

这背后是烟台力凯数控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成立的烟台清科嘉
机器人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清
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刘辛军团
队潜心研究、加速落地的努力。

疫情期间，无论是进出小区、单
位，或者是逛超市、进商场，亦或是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都需要进行体温检
测。“2月初，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
任牟树青在微信中告诉我们科研团
队的刘辛军教授，高速路口测温值班
人员很辛苦。节后开发区复工，面临
的最大问题也是疫情防控中的体温
检测，希望能在无人快速检测方面
进行一些研发。”吕春哲告诉记者。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烟台清科
嘉机器人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有密切科研合作关系的清华大
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刘辛军团队开
始研究怎样实现室外快速无人化
准确测温。

“和其他测温设备相比，要研
制的这款机器人需要具有准确、快
速、环境适应性好的性能。”刘辛军
表示，要实现机器人室外准确测
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需要
在不同环境、温度、风力等条件下
采集大量数据来建立测温模型。
为了获得更好的对比试验效果和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在二月北方零
下的温度里，科研团队成员常常在
露天环境下将自己的小臂露在外
面冻上十几分钟来做测试比对。

就这样，从2月7号开始研制，
在攻克了种种技术、采购和生产难
题后，3月12号投入试用，短短36
天内，研发团队设计产品、整合资

源、确定技术方案，把不可能变为
了可能。眼下，这一产品已经在开
发区实现了量产并在不少学校、医
院等区域投入应用。

“这一测温机器人的室外环境
测温准确度达0.2℃，对于流动车
辆，在20秒内即可完成车内所有
司乘人员的体温筛查；对于行人，
可以实现2秒内测温通行，可应用
于高速路口、机场、车站、车库、检
查站、医院、学校、银行、办公区、居
民小区、超市、酒店、场馆等人流量
集中的环境中。”吕春哲介绍说，机
器人的命名源于中国民间的两位
门神之一的神荼（又名荼与），寓意
消灾免祸、趋吉避凶，“荼与机器
人”体温自动快速筛查系统还提交
了10项中国发明、5项实用新型、1
项软件著作权和2项外观专利，填
补了国内外空白。

记者了解到，自4月1日开始，
“荼与机器人”体温自动筛查系统
用于行人的“阿荼”机器人已在清
华大学李兆基科技大楼和北京华
信医院门诊入口处进行大量人员
体温筛查。4月13日，“阿荼”机器
人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上班”，每
天平均测温达6200多人次。在烟
台，“阿荼”机器人已安装在了烟台
一中、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龙口
一中、招远一中和烟台外国语实验
学校的食堂、教室、宿舍等门口。

“疫情期间，各领域对智能机
器人的应用迅速推进，这不单纯是
受疫情影响而产生的非常之需，很
可能会撬动智能机器人行业发展
的新节点。”吕春哲表示，他们将加
速机器人应用场景落地，以在更多
领域进行布局。

力凯数控多元发展谋未来

入夏以来，烟台市夜经济持续火爆。为确保夜市平稳安全运行，烟
台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民生发展需求，采取有效措施，
服务保障“夜经济”发展。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崔新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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