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
讯员 毕庶刚）随着“巴威”逐渐远去，我市降
雨也随之骤减，多地无雨。27日6时至16
时，全市平均降水量0.6毫米，各主要河流水
位均为回落状态。台风过后，全市29座大中
型水库来水3242万方。

各县市区平均降雨量分别为：芝罘区0.5
毫米、莱山区0.5毫米、福山区0.1毫米、高新
区0.3毫米、牟平区1.0毫米、昆嵛区1.5毫
米、蓬莱市0.3毫米、龙口市1.1毫米、招远市
2.2毫米、栖霞市0.2毫米、莱州市0.6毫米、
莱阳市0.2毫米，开发区、海阳市、长岛基本
无雨。

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466.9毫米，
比去年同期偏多 84.3%，比历年同期偏多

13.6%。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686.9毫
米，比去年同期偏多114.6%，比历年同期偏
多30.8%。

在水库水情方面，25日至27日16时，
全市29座大中型水库总来水量约3242万
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约489万立方米（门
楼水库197万立方米、沐浴水库64万立方
米、王屋水库228万立方米）；中型水库约
2753万立方米，来水量较大的中型水库有
莱州市留驾水库442万立方米，招远市勾山
水库300万立方米，莱州市赵家水库260万
立方米、坎上水库217万立方米、庙埠河水
库204万立方米，招远市金岭水库176万立
方米，莱州市临疃河水库156万立方米，龙
口市北邢家水库117万立方米，栖霞市龙门

口水库129万立方米，莱州市白云洞水库
112万立方米。

目前，全市29座大中型水库均不超汛末
蓄水位。水库总蓄水量27783万立方米，比
去年同期多蓄4618万立方米，比历年同期
少蓄12450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蓄水量
8902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少蓄70万立方
米，比历年同期少蓄9417万立方米；中型水
库蓄水量18881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多蓄
4688万立方米，比历年同期少蓄3033万立
方米。

目前全市各主要河流水位均为回落状
态。部分河流已落平，当前最大河道流量
为王河莱州市平里店水文站39.8立方米每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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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之处见精神，细节之美显文明。行走
在初秋的港城，志愿服务站让公共广场多了一
抹温情，大街小巷的公益广告成为城市风景，景
观雕塑绽放在主次干道。

站在“城市窗口”，文明新风迎面而来。

公共广场温情满满

一个针线盒，一片创可贴，公共广场上的志
愿服站让城市充满温情。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文化中心广场，北广场
的岗亭内一处志愿者服务站十分醒目。推门而
入，服务站内有创可贴、藿香正气水、简易医疗
救急包等卫生用品以及针线盒等便民服务用
品，免费提供给市民、游客。志愿者介绍，服务
站内配备了轮椅，供残疾人、老年人、孕妇、重病
患者等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免费借用。

公共广场是一座城市的“会客厅”，最能体
现这座城市的热情和友好。为全力擦亮城市公
共广场文明窗口形象，市城管局数字化城市管
理服务中心在高标准做好日常卫生保洁、环境
秩序、设施维护、绿化养护等工作的同时，在广
场文明管理细节上下真功夫，强化工作人员文
明礼仪业务培训，完善各类公益措施，确保各广
场公益广告及公益服务全面达标。截至目前，

各广场新增设志愿者服务站3处，新增、更换最
新内容创城公益宣传画面163幅，新加工制作
创城公益宣传小品11个，新上创城条幅20条，
新设置各类创城公益性平面图和指示牌匾33
块，新增设轮椅16套。

公益广告变身城市风景

一幅幅构思精妙、画面精美、语言精致的公
益广告伫立在广场、主次干道等显著位置上，形
成了一道独特文明风景线。提醒着大家随时审
视自己的言行举止，成为弘扬传统美德、凝聚正
能量的文明使者。

市城管局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公益广告内容经过精心设计挑选，
内容涉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展示、文明公约、
爱国友善、疫情防控、核心价值观、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环境保护、应急避难场所等多个
方面，向社会各界传递着这座城市饱满的精气
神儿。

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将持续对市区直管
路段公益广告设施严格巡查管理，确保设施无
损坏、画面亮丽整洁，并及时更新陈旧破损的广
告画面，全力做好文明宣传设置工作，不断提升
城市颜值。

景观雕塑绽放大街小巷

昨天上午，记者在观海路金沟寨立交桥看
到，一座摆放在路边的景观雕塑，在雨中显得更
加绿意盎然，升腾起一座城市向上的力量。

市园林中心三十里堡苗圃自开春起就对
植物雕塑进行了育苗、扦插和养护管理。植物
雕塑以钢结构做造型，内填充基质草炭土，扦
插材料主要使用佛甲草。通过定期打药、施
肥、浇水等养护管理，塑造生动有型的植物雕
塑。

在进行植物雕塑摆放的时候，结合绿地原
有的植物种类进行了合理搭配，以现有绿地背
景林为背景，与黑松、景石、蜀桧球等进行了搭
配，同时搭配摆放了黄色和橙黄两色孔雀草，从
而打造出了层次分明、乔灌花草相结合的局部
绿地小品景观。市园林中心将继续进行植物雕
塑的养护管理，及时进行浇水，定期打药、喷洒
营养液，保证植物雕塑的景观效果。

文明镌刻着一座城的精神，凝聚着一城人
的共识。城市窗口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正将
城市的文明优雅地展显给四海宾朋。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孙盛君 闫宏伟 摄影报道

昨日，记者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
为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他们近日出台了多项
措施，从源头把关，厨余垃圾日益减少，光盘行
动在我市机关餐厅深入开展。

分餐供应、小份自取

在市级机关餐厅，“光盘行动”“厉行节俭”
的提示语随处可见，餐厅内采取分餐供应、小
份自取的方式供餐，切断粮食浪费的源头。

“我们通过改进供餐用餐方式，利用信息
化手段科学分析预测就餐人数，将采供、做餐、
配餐纳入动态管理。”烟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综合管理科尹科长说，针对少数人加班，餐厅
进行了调整，由盒饭模式改为现场自助模式，
不仅有效避免了浪费，而且保障了就餐质量，
让机关餐厅节俭用餐成为一种良好风气，成为

“新食尚”。
将原来的大盘换成小盘是小份售卖的最

直接体现。“换成小盘后，每个人可以根据各自
的情况分一次或多次取餐，避免出现部分用餐
人员一份菜吃不完，吃剩的又不值得打包的
现象。”正如尹科长所说，记者看到在售卖银耳
汤的窗口前，工作人员将银耳汤分装在两种不
同大小的容器中，供用餐人员根据需要选择。
同样的，在包子和饺子等主食窗口，也有大小
份之分。不同价格、适量的餐食，让用餐人员
既省钱又不浪费。

从源头上为餐厨垃圾减量

在工作人员眼中，浪费减少的最直观感受
便是厨余垃圾的量大大缩减。“以前运送厨余
垃圾的车每天都过来，现在因为垃圾量少，两
三天来一次。如今一天为几百人供餐产生的
厨余垃圾大约是原来每天的六分之一。”工作
人员向记者介绍。

记者了解到，在后厨监督管理方面，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要求从源头上为餐厨垃圾减量，
通过在边角料上下功夫，利用菜根腌制咸菜、
制作小豆腐，利用菜叶蒸制窝头、烙制菜饼等，
提高原材料出品率，增加菜品花色。

在餐厅里还设立了专门的打包区，提供免
费打包袋，鼓励用餐人员将未吃完的食物打包
带走。在就餐区及餐盘回收处设置文明用餐
监督岗，安排专职督导员，提醒用餐人员文明
用餐，厉行节俭。“节俭做得好的，我们会给一
个星，当集满三个星我们送一个水果，集满5
个星我们就送酸奶。”工作人员说。记者看到，
在餐盘回收处摆放着“光盘有礼”，以奖励机制
鼓励用餐人员参与到光盘行动中。

不仅如此，在餐厅显著位置及厨余回收处
还设有监控设施，对备餐情况及厨余回收情况
进行实时公开的同时，也将对就餐浪费行为进
行曝光。

鼓励位置相近单位共用食堂

记者了解到，为倡导节俭用餐，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发布了建立健全食堂餐饮管理机制、开
展光盘行动、打造明厨亮灶工程、构建餐饮供应
链平台、设立公务接待餐厅、加大宣传教育引导
等6项措施，通过规范采购工作分工、职责、流
程和制度，强化成本意识和厉行节约理念，从严
从紧把好源头管理。为减少公务接待浪费，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城发城市广场大楼机关餐厅
建立了能够容纳150余人同时就餐的公务接待
自助餐厅，非特殊情况，公务接待一律使用自助
餐，机关内部接待成本大大下降。

此外，为了能让厉行节俭、杜绝浪费的意
识在机关单位中广泛建立，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与其他部门联合发放倡议书，倡议市直机关全
体干部职工“反对餐饮浪费 培育节约新风”，
采取LED播放、张贴标语、悬挂横幅、文明劝
导等多种形式宣传教育，在各餐厅营造“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在机关餐厅周围、每
张餐桌都设有温馨提示，每个餐厅都设置大屏
幕不定时进行滚动提醒，提倡“厉行节约 反对
浪费”的社会风尚，引导机关干部职工节约每
一粒粮食，珍惜每一份菜肴。

同时，进一步提高机关食堂资源利用率和
集约化程度，鼓励位置相近单位共用食堂餐
厅，提高食材利用率，减少各环节浪费。

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尹继红 摄影报道

“城市窗口”劲吹文明新风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栾秀玲 摄影报道）8月27日，烟
台山医院东院区外科病区、骨科病区等多
个病区投入使用。至此，烟台山医院东院
区全面启用。

外科病区集中于C座，包括泌尿外科、
血管外科、神经外科、介入医学科、乳腺外
科、心胸外科、肝胆胰外科、胃肠外科、烧伤
整形外科等科室的病区；骨科病区在B座，
设有手外一科、手外二科、脊柱外一科、脊
柱外二科、创伤一科、创伤二科、骨肿瘤科、
小儿骨科、运动医学科、关节外科等科室的
病区。同期启用的还有眼科、皮肤科、耳鼻
喉科、口腔科、风湿免疫科、肿瘤内科、儿
科、NICU、PICU、产科、妇科、外科重症监
护病房等科室的病区。

舒适化、人性化、智能化是烟台山医
院东院区各病区共有的特点。各病区设
置有三人间、两人间和单人间，配备中央
空调、数字电视、淋浴间，以暖色调设计建

设，为住院患者准备了配餐间、晾衣间和
陪属折叠床。顺应现代医学发展，结合外
科、骨科等科室的临床需求，东院区建设
了高标准的信息化、现代化、智能化手术
室，功能完备、互联互通，既方便手术开
展，又能保障患者的围术期安全。外科重
症监护病房共有21张病床，能为患者提供
专业化、人性化的救治服务。

据介绍，烟台山医院东院区为全市重
点民生工程，它位于莱山区科技大道
10087号，整个项目占地180余亩，其中一
期项目建筑面积22.35万平方米，包括4
层门急诊及医技行政用房、3栋住院楼和
地下建筑部分。

满足群众需求，分批启用院区。烟台
山医院东院区自去年12月28日起试运
行，今年5月9日急诊科开诊，内科病区6
月29日投入使用，8月27日全面启用。

烟台山医院始建于1860年，是国内
建院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医院现发展

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急救、康复
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三级甲等妇
幼保健院，同时是涉外定点医院、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现有省级、市
级重点学科和重点专业30个，其中，骨科、
肿瘤科、麻醉科、康复医学科以及医学影
像科在国内和省内有着较强影响力。目
前，烟台山医院共有三大院区，分别是位
于莱山区科技大道10087号的东院区和
芝罘区解放路91号的北院区、芝罘区机场
路167号的南院区。当前，东院区现有床
位1500张，三大院区的开放床位达到了
2800张。

百年名院，不忘初心；薪火相传，再启
新程。烟台山医院正在形成“三大院区齐
头并进，‘双三甲’医院日新月异”的发展
态势，正以更高的技术、更优的服务、更新
的形象关爱生命、护佑健康，并朝着人性
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方向大步向前！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赖皓阳）“秋季车展要开幕啦！”

“没有买车意向也可以去逛车展”
“ 现 场 有 非 遗 展 ，还 有 萌 宠
展”……最近几日，烟台秋季国际
车展即将开幕的消息在市民“朋
友圈”刷屏。作为每年“金九银
十”时节的一场大型展会，烟台秋
季车展已不仅仅是市民购车看车
的一项选择，更是一场多元化的
文化盛会。今年车展期间，由烟
台日报传媒集团和烟台市文化旅
游局、烟台市汽车商会共同举办
的“非遗公益展”将集中亮相，邀
请10余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
非遗技艺，让市民们在逛车展的
同时感受浓浓的“文化味儿”。

此次“非遗公益展”不仅有烟
台绒绣、胶东花饽饽、八仙葫芦、
核雕技艺等省市级非遗项目，更
有烟台剪纸、莱州毛笔、莱州草编
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烟台剪
纸”传承人梁巧艳老师在今年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创作出诸多“抗
疫”题材剪纸，并为46位出征湖
北的烟台医疗队队员们每人制作
了一张肖像剪纸，剪纸惟妙惟肖，
十分鼓舞人心，广受好评。车展
期间，梁巧艳老师将在现场展示

“汽车”剪纸技艺，为展会加油助
力。

以往“非遗展”只针对个别主
题，展出项目种类不多，此次车展
期间，将有10个“非遗”项目一齐
展示，可以算“非遗”界的一场大
型展览，市民可以在车展上参观
到数量种类如此之多的“非遗”作
品，可谓“十分幸运”，无论是有购

车意向的市民还是“汽车迷”“文
化迷”都不能错过这场盛会。除
了“汽车展”“非遗展”，现场还设
有“萌宠展”，各个品种类别的猫
咪将齐聚一堂，为展会增添魅力
活力，更有“网红猫咪”亲临现场，
喜欢萌宠的市民一定要来“打卡”
留念。

本届秋季车展将于9月 10
日在莱山区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序
幕，为期5天。想来看车展，门票
必不可少。记者从组委会了解
到，本届车展不设置现场购票，需
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在网上支付购
票，并开启线上限时“门票拼团”
活动。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
参与车展“线上特惠购票”活动，2
人拼团，即可10元购票，如不拼
团，线上预约购票15元。同时，
秋季车展免费看车团活动将持续
开展，龙口、招远、莱州、蓬莱、海
阳等县市区来烟台车展看车的市
民可关注烟台国际车展并预约报
名，即可免费跟随看车团组团到
车展看车买车。

秋季车展9月10日开幕
“非遗公益展”将精彩亮相

扫码了解详情

垃圾量减至原来的六分之一
光盘行动在我市机关餐厅深入开展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全面启用

为全力擦亮城市公共广场文明窗口形象，市城管局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在高标准做好日常卫生保洁、环境秩序、设
施维护、绿化养护等工作的同时，在广场文明管理细节上下真功夫，强化工作人员文明礼仪业务培训，完善各类公益措施，确
保各广场公益广告及公益服务全面达标。

银耳汤分为大小份。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烟台山医院东院区。。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烟台山医院东院区。。

公益广告成为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