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毓璜顶医院消化内镜中
心共开放操作间14个，现年
开展内镜诊治9.0万余例，其
中胃肠镜检查4.9万余例，内
镜下治疗4.1万余例，规模均居国内领
先。1998年3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急诊
内镜下胃底静脉栓塞联合食管静脉曲张
结扎术（EVL）治疗肝硬化大出血；2000
年6月在省内较早开展了ERCP；2001
年3月在省内较早开展了超声内镜技术
（EUS）；2004年8月在省内率先开展了

双气囊内镜技术；2008年1月开展了内
镜粘膜下剥离术（ESD），2009年5月开
展了内镜粘膜下挖除术（ESE）及全层切
除术（EFR），2013年1月开展了消化内
镜隧道技术（POEM、STER），均达省内
领先。现年开展双气囊内镜技术870余
例，居国内首位；年开展EUS4200余例、

胃 底 静 脉 曲 张 栓 塞 术 及
EVL1200余例、治疗性ER-
CP1100 余例，均居国内领
先；年开展ESD及隧道技术

510余例，居省内领先。该科经过多年
的临床实践积累于2002年主编了国内
首部大型消化内镜治疗方面的专著《实
用消化内镜治疗学》，在国内广大同行中
获得很高的赞誉，该专著的出版对我国
消化内镜治疗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
作用，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2次。

内镜手术规模国内领先

黄留业教授自1999年 4
月任该院消化内科主任以来，
20余年该科呈现持续跨越式
发展，由仅有17张床位的医
院最薄弱科室发展到现在拥有174张床
位的全国地市级医院唯一一个中华医学
会消化内镜专科医师培训中心，以全国
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荣获中国医师协会高
级消化内镜医师培训基地，是中国食管
胃静脉曲张诊治规范基地，全省消化专
业唯一一个省级临床精品特色专科，省
医药卫生重点专业，省临床重点专科，市
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市消
化内镜质控中心。近20年来科室连续
被医院评为先进科室，科室综合实力居
国内先进、省内领先水平。该科下设肝
胆胰疾病、消化道早癌、超声内镜、静脉

曲张、肠道疾病、胃肠动力疾病与幽门螺
杆菌6个亚专业。现有医护人员88人，
其中主任医师5人、副主任医师13人，
二、三级教授2人，具有博士后、博士、硕
士学历学位者26人，博导、硕导5人。享
受国务院特贴、国家卫健委及省突出贡献
专家3人，全国学会副主委、委员及省级
学会副主委 16人，中华级期刊编委 3
人。该科年出院病人1.1万余人次，平均
住院天数4.7天，药占比9.37%，这三大指
标均居国内同专业首位。近年来，科室获
计划内科研课题30项，其中获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3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及省科技

发展计划7项。获各级科技
进步奖19项，其中获省部级
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获中华
医学科技二等奖，是我省历史

上仅有的三个之一；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及厅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获省医学
科技一等奖，是我市历史上唯一一个。发
表论文288篇，其中SCI收录45篇。主
编大型专著6部。已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39名，年接收国内外见习、实习、进修及
规培医师200余人。2003年后成功主持
举办了九届大型“烟台国际消化内镜手术
演示会”，承办了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五届学组年会及国家卫健委组织的

“第一次全国消化内镜诊疗技术普查工作
总结会议”，是国内唯一承办过国家级消
化内镜手术演示会的地市级医院科室。

科室整体实力国内先进

该学科带头人黄留业教
授，现任毓璜顶医院副院长、
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
教授，山东大学及青岛大学博
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及山
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级优秀共
产党员。从医35年来，由于技术精湛，他
2019年6月被评为“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
学分会委员”，是全国地市级医院同专业
唯一一个；由于业绩突出，2012年11月他
被评为“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 是我市卫健委系统在职职工唯一一
个；由于敬业奉献，2015年4月他被中共
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

他兼国家卫健委消化内镜诊疗技术
项目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

分会静脉曲张学组及超级微创协作组副
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常委、
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胰腺病学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内镜学分会委员，省医学会消化病学
分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及消化病介入诊疗
分会副主任委员，省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
会副主任委员，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及
消化内镜学分会主任委员，市消化医师分
会及消化内镜医师分会主任委员。任《中
华消化内镜杂志》、《中华胰腺病杂志》等
众多国家核心期刊编委。自任科主任以

来，每年多次受邀到三甲医院
和全国学术会议进行疑难危
重病例重大会诊、学术讲座及
手术演示，2011年12月在山

东省第六次消化内镜学年会上内镜手术
操作评比总分居全省第一，获唯一一个
一等奖。近年来，获计划内科研课题24
项，其中任第一作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2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及省
科技发展计划3项。获各级科技进步奖
17项，其中任第一作者获省级科技进步
二、三等奖6项。发表学术论文184篇，
其中任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收录论
文21篇，主编大型专著4部，已培养博、
硕士研究生36名。

通讯员 李成修 崔方荣 摄影报道

学科带头人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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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毓璜顶医院成功举办“2020烟台市
医学会消化病学及消化内镜学会分会年会”

9月4-6日，烟台毓璜顶医院成功举办“2020烟台市医学会消化病学及消化内镜学会分会年会暨第十五届烟台消
化道早癌学术研讨会”，共有200余名专家及代表参会，其中国内著名消化及内镜专家50余人。大会由我市消化内科学
科带头人黄留业教授任大会执行主席主持召开。

大会期间，国内著名专家就消化及消化内镜领域最新进展进行了7场精彩的学术讲座，并现场直播演示了28例不
同种类的消化内镜手术，包括高难度的消化内镜隧道技术6例。特别是黄留业教授首次现场演示了代表国内顶级水平
的内镜黏膜下隧道法剥离术（ESTD）切除治疗食管巨大早癌，得到与会专家代表的高度评价。其他还包括经口内镜下
肌切开术（POEM）治疗贲门失弛缓症、经粘膜下隧道法内镜肿瘤切除术（STER）、内镜粘膜下剥离术（ESD）、内镜粘膜
下挖除术（ESE）及全层切除术（EFR）、疑难ERCP取石术、内镜下胃底静脉栓塞联合食管静脉曲张结扎术（HI+EVL）及
超声内镜引导下细针穿刺抽吸术（EUS-FNA）等。

毓璜顶医院消化内科消化道早癌团队的整体水平得到与会专家代表的高度赞赏，充分体现了该科近年来在学科梯
队建设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标志着该院消化内镜诊治水平达国内领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
讯员 邱春波）昨日，市总工会召开全市职
工全员创新工作现场推进会，部署推动职
工全员创新工作，充分激发调动全市各类
企业和广大职工的创新潜能和创造活力。
记者了解到，职工全员创新工作成为助推
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目前全市建有县
级以上创新工作室328家，各类企业创新小
组9869个，师徒结对2.6万对，吸纳创新骨
干6.8万人，参与创新职工20多万人。

职工全员创新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谋划、协同推进。
我市将把职工全员创新工作列入各级党政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工作，纳入
改革发展大局，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

推进。加强部门协调协作，在创新项目立
项、职工技能等级晋升、创新成果评定转化
等方面，建立运转顺畅、务实高效的工作协
调机制，全方位推动工作措施落地见效，形
成党政重视支持、部门协调联动、工会牵头
实施、企业和职工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各级工会组织将把职工全员创新工作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精心谋
划、周密实施，确保职工全员创新工作扎实
有序开展。

深化职工全员创新工作，必须强化企
业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发挥企业的主体作
用。各地总工会推动相关政策落实到位，
使政策红利更好地惠及企业和职工，从而
调动企业开展职工全员创新工作的积极

性。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联系劳模、工匠人
才紧密的优势，打破地域、行业限制，组织
高技能人才帮助有需求的企业破解技术难
题、提供技术服务。大力宣传职工全员创
新工作做得好的企业，宣传职工创新成果
和贡献，并把这项工作作为企业参评劳动
奖状、奖章的重要评价指标，更好地发挥典
型引领示范作用。

职工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我市
将通过搭建载体平台、健全激励机制，厚植
职工全员创新土壤，建强职工全员创新队
伍，广泛汇聚职工群众创新创业创造的磅
礴力量。大力倡导“改善即是创新，人人皆
可创新、处处皆可创新”的理念，引导企业
降低创新门槛、扫除创新障碍，推动职工全
员创新。以提高职工创新能力和创新习惯
为着力点，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攻
关、技术协作和“五小”竞赛活动，持续深化

“劳模和工匠创新孵化工作室”“创新型班

组”创建和“师带徒、传帮带”等工作，通过
搭建引导支持职工全员创新的载体平台，
带动技术工人尽快成长成才，成为企业技
术进步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坚强基石。推
动企业建立多元创新激励机制和科学合理
的薪酬分配体系，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
多得、创新者多得。

从职工身边着手，组织开展创新能手、
创新班组、优秀创新成果、“金点子”创意等
典型选树活动，以榜样的力量教育和鼓舞
职工创新创造。同时，注重加强成果交流，
指导推荐职工参加各类创新成果展示和优
秀创新成果评选，推动开展职工创新交流
活动，组织创新能手、工匠人才深入车间、
班组传授创新经验，组织不同企业中工种
相关、岗位相连、业务相通的职工互相学习
交流，努力推动形成职工创新智慧竞相迸
发、创造潜能充分释放、创新成果大量涌现
的生动局面。

市总工会推进职工全员创新工作，将充分调动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搭建
载体平台、健全激励机制——

激发职工全员创新潜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赖皓阳）9月 10日，第十
六届烟台国际汽车工业博览
会暨烟台秋季国际车展将拉
开序幕，有70余家汽车经销
商参展，启用室内室外全部
场地，打造一场年度汽车盛
会。车展期间，由烟台日报
传媒集团、烟台市文旅局和
烟台汽车商会共同举办的

“非遗”展览也将同步举行，
另外还有“萌宠天地”带来的
各式各样的宠物表演。本届
车展为期5天，这个周末烟台
国际博览中心将成为港城市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在本次车展期间，烟台
市汽车商会与耐斯卡汽车文
化产业(山东)有限公司将携
手主办“烟台市首届经典汽

车 文 化 展 览 —— 拾 年 拾
光”。众多上世纪的经典老
款车型将集中展示，这也是耐
斯卡携自有藏车首次公开亮
相。另外，现场还有美食街，
有杂技等特色表演，邀请了烟
台剪纸、莱州草编等国家级、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
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

本届车展不设置现场购
票，市民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在网上支付购票。同时，秋
季车展免费看车团将继续进
行，龙口、招远、莱州、蓬莱、
海阳等市
区的市民
可关注烟
台国际车
展并预约
报名。

第三季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县市区综合评议结果

县市区

龙口市

莱州市

招远市

牟平区

福山区

开发区

海阳市

莱阳市

长岛综试区

莱山区

蓬莱区

昆嵛区

栖霞市

高新区

根据《全市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2020年重点工作督
查推进办法》（烟农委办发
〔2020〕2号），围绕村容村貌
提升、农村厕所改造、农村生
活垃圾和污水治理、美丽庭
院创建、农村道路硬化等方
面内容，采取市直有关部门

评分和第三方机构实地评估
相结合的方式，对第三季度
14个县市区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情况进行综合评议，现将
结果予以公布。

中共烟台市委农业农村
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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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秋季车展明日开幕
“非遗”展和“萌宠”展同步进行

本报讯 （YMG 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烟交宣 摄影报道）目前我市汽车
保有量已突破200万辆，随之而来的就是
交通拥堵和停车难等问题。“停车难”一直
是市民关注的问题，交警在治理乱停乱放
的同时，多措并举缓解“停车难”。

9月7日，家住山海南路附近小区的车
主发现，一夜之间，小区附近新增了不少停
车位。市公安交警部门结合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对市区停车位进行了重新摸排，对划
线污损、模糊不清的，进行重新整改，对具
备施划条件的路面和人行道进行统计汇
总，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提升整体交
通环境，增强群众文明出行意识。

近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对市区26条
道路停车位和27处人行道停车位进行施
划。目前，正新增施划1941个车位。其
中，路内停车位 1290 个，人行道停车位
651个。下一步，交警部门将继续根据市
民停车需求和道路设置条件，在市区增设

停车位。
同时，为做好全国文明城市迎检工作，

交警部门将加大对车辆乱停乱放行为的打
击力度，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车辆乱停乱放
行动，加强对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执法
力度，改善提升市区停车秩序。

特别针对群众投诉较多的违停行为，
如：在快速路、主干道等违停造成交通安全
隐患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的；在商业区、住
宅小区、医院、学校等主要出入口和消防通
道违停影响车辆出入的；在非机动车道、人
行道违停侵占非机动车、行人路权的，予以
重点整治。

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公共交通出行
是一个绿色环保的方式，选择公共交通出
行，更能有效地利用道路资源，进而减少
道路交通的拥挤。交警部门积极倡导市
民树立“135”绿色出行理念：1公里内步
行，3公里内骑自行车，5公里内选择乘坐
公交出行。

烟台市区新增停车位近两千个
整治乱停乱放、施划新停车位……交警多措并举缓解“停车难”

施划一新的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