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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 通
讯员 曲雪梅 王建福 摄影报道）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体系是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
网底，是城乡居民健康的“守门人”。牟平区
不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家庭医
生签约工作，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区群
众签约总数17.72万，覆盖率达36.5%，达到
了35%的市级年度目标要求；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签约3995人，计生特殊家庭人口签约
1765人，均实现了应签尽签的目标要求。

近日，牟平区大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家庭医生来到北大窑村胡维菊家里，为她
测量血压、检查身体、指导用药。胡维菊患
高血压、高血糖多年，因腿部残疾出门不方
便，了解到这一情况，社区的家庭医生便上
门服务，这让胡维菊备感温暖。“我腿残疾
50多年了，不能自理，都是让人帮扶着。哪
里有个毛病，医生立马就来了家里，告诉我
吃什么药，应该注意的事儿。”胡维菊说道。

大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
科负责人孙玲介绍，她们对辖区内管理的高
血压、糖尿病等重点人群，每年有四次面对
面的随访，对行动不便的居民到家中进行血
糖、血压的测量，给居民进行调整和生活方
式干预。“每年有一次的家庭医生签约，对签

约的重点人群，我们会预约居民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体格检查，对检查结果进行健
康评估，反馈给居民进行指导。”

在牟平区和胡维菊一样，越来越多的市
民都享受到家庭医生的优质服务。今年以

来，全区13个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都有序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和随访工作，
通过印发《居民服务手册》、工作记录卡、责
任医生联系卡等不同形式加强宣传，引导居
民应签尽签，不断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

为满足老年群体医疗养老需求，牟平区
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2020年新增
医养结合服务机构3处。目前，全区共建成
医养结合服务机构28处，其中医养结合机
构15处，医疗机构提供养老护理服务3处，
医养联合体10处，拥有医养结合床位1647
张，全区所有公立医院均开通就医绿色通
道。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职工长期
护理保险工作。2020年新增9处长护险定
点医疗机构，牟平已有15处医疗机构纳入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其中包括12
处乡镇医院。长护险启动至今，已有541人
次享受长护险待遇，报销金额达404余万
元。

牟平区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落
实便民惠民政策，让众多贫困人口也能看得
起病、用得起药。今年以来，该区加强对扶
贫工作重点村及村卫生室的服务管理，全区
46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卫生室及卫生室
服务点实现全覆盖并正常提供诊疗服务。
16家定点医疗机构持续推进县域内门诊

“两免两减半”、住院“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优惠政策。今年以来，贫困患者门
诊就诊人次6252人次，减免费用11.34万
元，住院1216人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梁毅）近日，
龙口度假区正式启动第十三届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区纪
工委全程监督，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为避免发生村级换届过程中责任不落实、拉票贿选、买
票卖票、村霸及宗族黑恶势力等不正之风问题，通过村级宣
传栏、微信公众平台等线上线下多途径，广泛公布换届工作
投诉举报电话、邮箱地址、寄信途径等信息，畅通群众监督的
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换届期间，纪检监察干部
主动深入一线，走到群众身边，通过查阅资料、个别谈话、实
地察看、走访群众等方式方法对基层村级换届选举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全面了解掌握村“两委”成员候选人自荐情况、资
格审查情况、考察公示情况、村（社区）成员离任审计情况
等。此外，严查违反换届纪律问题，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的一些轻微问题，做好现场提醒整改，对一些苗头性问题抓
早抓小，提出提醒约谈等意见建议，推进换届顺利开展。另
一方面，紧盯农村“两委”换届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并督促相
关职能部门坚决打击拉票贿选、“村霸”和宗族黑恶势力干扰
选举、破坏选举等行为。

龙口度假区纪工委
全程监督村级换届选举

雪后初霁，福山大地萌动着新的希望。东北关小区一期项
目建设现场马不停蹄，12#楼施工至地上2层，13、15#楼正在进
行基础筏板施工……

福山区安置房建设步入“快车道”，2020年7个安置板块、8
期安置项目已开工建设，累计开工75.8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提
供4727套房源，承载着居民的期望，暖暖的新家正在拔地而
起。

昨天上午，记者在老岚水库安置区惠礼富城施工现场看
到，工程人员正在对电梯进行调试和验收。目前一期2栋小高
层已全部封顶通过主体验收，太阳能安装完毕，室外配套部分
雨、污水管网等已完成。老岚水库安置区一期项目位于回里镇
204国道以南、谭家庄村东北侧，占地面积5725㎡，总建筑面积
约1.7万㎡，户型以85和105两种为主，规划居住户数132户。

备受关注的东北关小区安置房建设进展迅速。一期项目
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规划用地面积2.8万平方米，规划居住
户数584户，共建设7栋楼。现12号楼施工至地上2层，13、
15号楼正在进行基础筏板施工，14、16号楼施工至地下2层，
17号楼施工至地上3层，18号楼施工至地上5层。二期项目于
2020年3月开工建设，规划用地面积2.2万平方米，规划居住户
数440户，共建设5栋18层、1栋24层住宅楼以及2栋2层公建
配套。现1、3号楼施工至地上8层，2号楼施工至地上7层，4号
楼施工至地上4层，周边车库同步施工。三期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2.3万平方米，规划居住户数644户，共建设7栋楼。现施工
图设计完成并通过图审，正在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施工招标文
件，计划2021年1月份开工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约9.5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可安置群众2180
户。

位于永达街北侧、梨景路东侧的楮佳疃花园项目也正在紧
张施工中。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5.7万平方米，规划居住
户数1108户，规划建设9栋11层的小高层，3栋高层。项目于
2018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小高层主体封顶并通过验收，已完
成装饰装修施工，雨污水管线、燃气、热力室外配套已完成，电
梯即将安装完毕。3栋高层已全部封顶，二次结构全部完成，外
墙保温完成约60%，真石漆完成20%，室外配套、绿化同步施
工。

福山区始终把安置房建设作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城
市形象品位的系统工程和民生工程紧抓不放。截至目前，老岚
水库试点安置区、楮佳疃花园小高层主体已全部封顶并通过验
收，装饰装修已完成，室外配套及绿化进入收尾阶段，将首批竣
工交付；南涂山新城、仉村新城、楮佳疃花园高层项目主体均已
封顶并通过验收，正在进行装饰装修和室外配套施工；泊子新
城，东北关一期、二期基础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主体工程建
设；宋家疃安置区已开工，完成施工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土方
挖运和桩基施工；仉村新城二期建设手续办理完成，已发布施
工招标公告，计划2021年1月开工建设。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潘丹丹 摄影报道

2020年，围绕群众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莱山经济开发区让
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如
画卷般投射在园区的大地上，交出了2020
年的“民生答卷”。

交通基础设施中的短板，不仅给城市添
堵，更让群众堵心……对此，莱山经济开发
区以提升园区整体品质、完善市政道路功
能、补齐短板为主要任务和目标，查缺补漏，
加大在路灯、路面修复，基础设施改造和绿
化补植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投入80多万元
对辖区所有路段路灯进行全面维修；投资
500万元对杰瑞路、威巴克路道路及周边约
4500平方米的绿化进行补植；同时盛泉广
场自来水、破损理石路面、篮球场球架、仿古
亭及防腐木栈桥维修保养等工作也全部完
成，使群众满意度得到了极大提升。

在2020年的文明城市创建中，莱山经
济开发区全体机关干部同社区村居工作人
员、志愿者、环卫工人一道，迎着炙热的阳
光，全员出动，在园区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创
城集中攻坚行动。对村居路旁乱堆乱放、卫
生死角及小广告进行了彻底清扫和全面清

除，并劝导居民做好门前屋后垃圾杂物的清
理，营造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增强大家参
与创建文明城市的意识，带动居民群众形成
人人支持创城、人人参与创城的良好氛围。
针对各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存在的裸露土地，
在使用绿网进行覆盖的同时，采用炮雾机、
水车、喷淋系统对施工现场进行喷雾、洒水，
减少项目施工过程中造成的空气污染，并要
求施工车辆进出工地时进行冲洗；安排洒水
车及人工在园区60多条主次道路及建筑工
地出入口周边进行洒水降尘及雾炮抑尘，及
时清理路面泥土淤积，避免园区道路被泥土
污染。

2020年以来，莱山经济开发区协助区
文旅局开展送戏下乡到基层活动，为百姓奉
上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文化大餐，社区居民
足不出户就欣赏到专业演出团队高水平的
文艺演出。依托盛泉艺术团，莱山经济开发
区辅导培训村居文化队伍及文艺骨干50余
人，开展文化、教育及村企共建等各类活动
40余场，成功打造了多支代表莱山经济开
发区人民精神面貌的高质量、多元化的群众
文化队伍。

莱山经济开发区加大对村居文化设施
建设奖补力度，对新（改）建文化大院的村居
综合文化站，按工程审定造价给予奖补，其
中为刘家庄、北陈家疃、两甲埠等村居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配套奖补100余万元，
这些基础文化设施的修建极大地丰富了百
姓的文化生活，提高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质量。

棚户区改造项目是莱山经济开发区
2020年重要的民生工程，为保障项目顺利
推进，莱山经济开发区主动作为，全程服
务，将项目遇到的问题逐项对接、逐一解
决，做到“情况掌握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
线，工作落实在一线”。目前董家庄社区棚
改A1地块，西马家都村棚改A、C地块，
丰田社区棚改，蒲昌社区棚改正顺利推
进。2020年，西马家都、董家庄已有部分
居民搬进新家，住上了称心如意的楼房，居
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也伴随着棚改
推进不断提升。

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在
这一年，莱山经济开发区组织辖区南塂小
学、曹家庄小学、东风岭小学于建军节、教师

节、国庆节等各类节日开展活动10余次。
在8月26日举办的“爱国崇军·从小树立”
活动中，学生家长好评如潮，欣喜地表示，这
样的活动太有必要了，不仅增进了孩子们对
军队和军人的了解，培养了孩子的爱国主义
和崇军情操，同时也让家长们接受了一次爱
国教育，非常有意义。

2020年以来，莱山经济开发区不断加
大医疗卫生的服务力度。疫情期间，莱山经
济开发区卫生中心快速开展复工验收，在短
时间内完成人员培训和工作安排，确保辖区
企业复工复产科学、安全。同时，为辖区65
岁以上老年人查体2629人，并对老人们的
健康进行指导，引导和帮助老人建立良好的
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老人的健
康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成绩单的背
后，是莱山经济开发区坚持把人民的小事放
在心上，把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奋力书写
民生改善新篇章的生动体现。未来，莱山经
济开发区将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以实际成效让群众的生活更美好。

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纪海燕

本报讯（通讯员 马双军 王聪
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位于烟台开
发区的美瑞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
内唯一一家以TPU产品为主营业务
的上市公司，临近元旦，公司收到了
总计100万元的维权资助。“收到这笔
钱时，我们很惊喜，管委已经帮助我
们很多了，没想到打官司也会给资
助。”公司营销、供应链总监任光雷
说。

“2016年，一家国际化工巨头起
诉美瑞侵犯其发泡型TPU产品相关
专利权。最终，在专业实验下证明了
美瑞产品的独特性，法院裁定美瑞胜
诉。”任光雷说，“2019年底，德国法院
的一纸胜诉判决让美瑞新材扬眉吐
气了一回。这宗国际诉讼的胜利，打
破了行业巨头的垄断，有利于公司更
好地拓展欧美市场，同时也要感谢管
委对创新与专利工作的指导和资
助。”

真金白银扶持企业，烟台开发区
毫不含糊。单单一个2018年更新的
创新型开发区建设新政，就包含创新
载体平台、市场化创新激励，加快构
建创新生态等八大方面40条。意见
实施以来，获资金补贴的企业便有
400余家，总额度过5亿元。

在政府尽心竭力的扶持下，一大
批企业“小巨人”脱颖而出。截至目
前，烟台开发区涌现出4家国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11家省制造业单项冠
军，获认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5
家，省独角兽企业1家、准独角兽企业
2家，省瞪羚企业30家。

“像美瑞这类企业是本土培育起
来的，他们有着各自的拿手戏，而我
们要做的就是唱好后台戏。”烟台开
发区经发科创局副局长周世忠说，烟
台开发区在细分行业领域培育了睿
创微纳、迈百瑞、德邦科技等一批行
业小巨人、独角兽和瞪羚企业。

显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唯
一一家拥有液晶及OLED材料全产
业链的企业。2020年2月，经有关部
门批准，公司紧急开工生产27.7公斤
的液晶，满足了客户测温枪生产的需
求，而一把测温枪仅需要 6 毫克左
右。也正是这样一家公司，2020年更
是荣誉等身，7月获评全市首个显示
材料省级创新平台，12月入围省独角
兽企业名单。

“显华化工一直奔跑在新材料的
创新赛道上，根据创新型意见，我们
从人才引进、创新主体、科技金融等方面都给予了相应的扶
持，而这也是我们对区内企业培植的写照。”周世忠说，目前烟
台开发区已经形成了产业顶层引导，企业精准辅导，服务保障
体系带动的多层次发展模式。

艾迪精密作为液压属具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是山东省
制造业单项冠军，其产品出口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在面
临产能扩大，土地稀缺的难题时，烟台开发区管委靠上服务。

“开发区可谓寸土寸金，我们虽是行业内佼佼者，但与一些巨
头相比还稍显劣势，一次性给我们批复的产业园可谓大手
笔。”艾迪精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娇云说，
以工业机器人项目为主的智能产业园项目今年便能投产。

“我们认为，企业与开发区的生长是同频共振的。像博森
科技当年来区仅有4000元的资本，如今已经掌握多项行业标
准。荣昌制药更是带动全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烟台开发
区的生物医药产业获评全国首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周世忠介绍说。

1 月 8 日，莱州市土山镇召开党建工作专题会议，对 2020
年基层党建工作考核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会议总结了党建工
作在思想认识、工作导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今年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要求全镇上下把党建工作作为首要任务、重中之
重，深入研究细致谋划，压实自身责任，及时督导抓好落实，着
力提升全镇党建工作水平。

通讯员 张育 摄

围绕群众需求，打造更优美的生态环境，创造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莱山经济开发区交出民生满意答卷

牟平区织密公共卫生服务“防护网”，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达36.5%，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计生特殊家庭人口均实现了应签尽签——

17.72万人享家庭医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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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老岚水库安置房建设现场。

东北关安置房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