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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迮
晓明）日前，龙口市纪委监委开展“纪检监察机关开
放日”主题活动，邀请纪检监察干部特约监察员参
加，零距离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一步增进社会各界
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认识和了解，搭建社会监督和群
众监督平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参加活动的特约监察员代表到东江街道纪工委
实地查看了乡镇纪委工作场所、谈话室，听取乡镇纪

委工作情况介绍；随后到市纪委机关办公区参观，充
分了解相关部室业务工作流程及基本情况介绍。参
观结束后，龙口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张宝莉
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与会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并对
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开放日活动是龙口市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接受民
主监督的创新举措。通过开门纳谏、广听民意，帮助
纪检监察机关找准问题不足和努力方向，驰而不息
促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
员 迮晓明）近日，龙口市纪委监委分两期组织
开展了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龙
口市纪委监委机关、派驻机构全体干部、市委巡
察机构全体干部；各镇（街、区）纪（工）委、派出
监察室全体干部，共约100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围绕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
和业务需求，突出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双提
升”，采取了“集中授课+现场教学”的形式，特

邀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围绕监察法和职务
犯罪进行授课，并组织到刘公岛进行了“甲午
殇思与历史选择”的主题教学。

各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圆满完成了各项
学习任务，严格遵守培训纪律，较好地展现了
全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良好作风和精神面
貌。大家表示，要坚持常学常新、学用结合，把
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推动新时代
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
员 刘统生）近日，龙口市纪委监委组织各镇
（街、区）纪（工）委新任安全员，从安全员建立
要求、岗位职责和走读式谈话以及应急处置流
程规范等多个方面开展了相关培训，并开展了
谈话场所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各镇街区纪

检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参训人员表示，要把规范谈话工作、确保

谈话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细抓实，把
上级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切实做好镇街区纪检
监察机关审查调查安全工作，规范谈话场所使
用流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张
振军）为提升党员干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责任意识，近日，龙口市联社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学
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组织党员干部签订
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
重要指示精神和各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规定的具体举措。

通过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进一步树牢
廉政思想堤坝，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
雷 通讯员 林启鹏）为进一步做好新
形势下保密密码工作，龙口市纪委监
委集中利用一个月时间，在系统内开
展一次保密密码教育活动。

进行集中教育培训，通过集中学
习、专题培训及实地培训，不断提升工
作人员保密专业知识，保密意识及实
践能力。开展全面自查整改，结合前
期烟台市纪委和龙口市纪委专项检查
反馈的问题及自查发现的问题，限时
销号整改，并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
进行抽查，确保整改到位。此外，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
加强保障措施，确保保密教育工作培
训执行到位。

龙口举办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 龙口开展“纪检监察机关开放日”主题活动

龙口市联社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学习

龙口市纪委监委
加强保密密码教育

龙口对新任安全员开展培训工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周洪洋）记者昨日
从烟台海事局获悉，受大风天气影响，烟台市气象台和烟台市海洋
气象台17日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发布海
上风险黄色预警信息，烟台至大连、烟台至旅顺航线客船于11月
18日上午9时起停航，预计19日上午风力减弱后逐步恢复通航。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吴明顺）11月
17—18日，港城先后经历浓雾、降雨等恶劣天气，对市民的出行
带来影响，并造成各种意外频发。据统计，17日6时—18日6时
的24小时，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共接到呼救电话2128个，调派
救护车454车次，救治各类急症伤病员392人，较平时明显增加，
其中外伤、煤气中毒增幅居前。

从病种上看，各类外伤病人共急救165人，居各病种首位，以
车祸伤、摔伤等为主，这与浓雾、降雨等天气影响视线加上降雨
导致道路湿滑不无关系。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李娜 海波
兆平 摄影报道）18日，受降

雨影响，市区早高峰车辆通行压
力骤增。市交警支队根据恶劣天气

预案提前安排全体警力上岗，对市区
主干道进行疏导。

在市区中小学附近的主干道出
现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市交警支队

调派警力加大对中小学附
近道路的疏导，市区道

路均未出现
大面积拥

堵。
交

警 部 门
提醒广大

司机，雨天行车一定要确保安全距离，控制车速的
同时确保安全距离最重要。同时，雨天堵车的情况
下，随意变更车道、加速变线都可能导致事故发
生。交警部门将加大对上述交通陋习的查处力度，
确保市区道路交通顺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尚
钧）17日，烟台迎来入冬后首场降雨，一夜疾风骤
雨落叶遍地。为尽快恢复市区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及时清除因落叶湿滑给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市区
3000余名环卫工人、150余台环卫作业车辆，从凌
晨四时开始打响落叶清扫“攻坚战”，累计清理落叶
达200余吨。

在接到大风降雨天气预警后，
市区环卫部门及时启动落

叶清扫应急预案，科学调配人员和设备，全面做好清
扫落叶工作准备。为赶在上班高峰期前快速清理落
叶方便行人及车辆通行，从凌晨四时开始，市区环卫
工人和各类环卫作业车辆陆续投入清扫作业，以人机
结合作业方式，充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快速收集落
叶，做到“随收集、随装袋、随清运”，落叶清理后立即
跟进洒水作业，清理路面滞留的淤泥和杂物。

开发区环卫出动保洁人员500余人，22辆
作业车辆开展定点定位有针对性地快速清

理，同时增加重要路段清扫保洁力度。在清扫落叶
的同时，积极开展道路清洗“借雨”作业，主要以洗
扫车进行吸扫并辅以人工方式对全区路面、路缘石
等进行扫洗。福山环卫重点对河滨路、福海路、县
府街等落叶较多的路段进行清扫、巡回收集。芝罘
环卫对落叶密集路段实施重点监管，充分发挥机械
化作业优势，人机结合，安排清运车组保障清运落
叶。牟平环卫保洁工凌晨四时上道，重点清理地漏
周边落叶，确保排水畅通。

本报讯(YMG全媒体
记者 纪殿国 摄影报
道)18日，我市普降中
到大雨，根据烟台气
象台预报，当天南
风 5-6 级阵风
8-9 级。市区
北马路一处建筑
工地围挡被大风
刮倒，该围挡紧靠人
行道，给市民通行带来
安全隐患。

当天上午 8点多，记
者路过北马路该工地时，发
现工地铁皮围挡被风吹倒倾覆在人行道上方。17点多，记者再
次路过时发现此处仅拉了一圈警戒线，并没有及时处理。

多位通行此处的市民希望工地及时处理被大风刮倒的围
挡，以保障大家通行安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毕
庶刚 陈康）秋雨一场，黄金万两。17日16点至18
日17点，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降水量
36.5毫米。农业技术人员乐了：这场及时雨为小麦
安全过冬提供了墒情基础，也利于果树为来年开花
结果储存营养。

市水文局统计数据显示，各区市平均降雨量分
别为莱阳市48.9毫米、莱州市42.5毫米、招远市
41.7毫米、海阳市39.6毫米、龙口市39.0毫米、长
岛38.8毫米、栖霞市37.3毫米、昆嵛区33.3毫米、

蓬莱区32.2毫米、牟平区29.4毫米、开发区22.1毫
米、芝罘区 21.3 毫米、莱山区 20.9 毫米、福山区
20.3毫米、高新区17.3毫米。总体来看，西部降雨
多于东部。

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791.4毫米，比去年
同期偏多106.8%，比历年同期偏多19.0%。“真是一
场及时雨，等于普遍浇了一场越冬水。”市农技推广中
心农技站站长王廷利高兴地说，按照小麦生长期，每
年9月下旬都是浇越冬水的时间，但今年9月下旬以
来，全市几乎没有有效降水，部分地块已经处于干旱

状态，“这场雨虽然降得有点晚，但也算及时充分”。
他表示，这场及时雨为小麦安全越冬提供了良

好的墒情保障，也有利于明年春季农田管理，更为
明年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夜来秋雨肥过粪’，这是一场好雨。”
市果茶站高级农艺师田利光高兴地说，苹果采收
后，果农已经施加了“月子肥”，这场及时雨能促进
肥料吸收，保证来年树体营养和花芽饱满。同时，
他也提醒，因前期部分地区干旱，没来得及施肥的
果农可趁降雨及时补施。

一场过冬雨 解了田园渴
全市平均降水量36.5毫米，缓解了9月份以来的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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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清理落叶200余吨
市区3000名环卫工人凌晨上岗雨中清扫

烟大航线因风停航

农业

市容

全体交警上路疏导

医院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乔靖） 11月18日
上午，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所属的“北海救118”轮成功救起因
船翻扣而遇险的3名人员。10时14分，正在烟台锚地待命的“北
海救118”轮上瞭望人员，突然发现船头300米处有一艘翻扣船
舶，并有3名遇险人员正站在翻扣船体上呼救。当天刚好是入冬
以来的最强寒潮来袭，“北海救118”轮立即将情况报告局救助值
班室，并果断放艇前往救助。用时不到30分钟，他们迅速救起3
名遇险人员，并成功转移给相关部门，3人全部转危为安。

3名海上遇险人员获救

工地围挡被大风刮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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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清
扫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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