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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丁磊 摄影报道)记者昨日从烟
台市卫生监督所获悉，为严格贯彻落实
全市安全发展专题会议精神，进一步规
范预防接种行为,提高预防接种服务质
量，更好服务疫情常态化防控大局,从4
月初至年底，我市将对辖区内所有预防
接种单位(含临时接种点）和疾控机构开
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检查。

检查共分三个阶段展开，4月中旬
前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着重做好动员部
署，摸清底数、建好台账；6月底前，重点
针对前期发现的问题抓整改落实、抓回
头看；12月底前，做好前期检查工作的
总结，对好的做法、经验进行固化。

此次排查重点检查以下六方面内
容：接种场所方面，重点查看各室（区）
设置是否符合要求，布局和流程是否
合理等。接种资质方面，重点查看单
位和人员资质，接种点应急处置能力
建设等。接种工作程序规范方面，重

点查看接种前告知情况，“三查七对一
验证”落实情况，接种后留观以及疫苗

公示等是否落实到位。疫苗管理和信
息化管理方面，重点查看出入库登记

是否完整，疫苗的储存设施温度记录
填写情况，是否安排专门的信息录入
人员等。异常反应方面，重点查看异
常反应记录和报告制度落实情况，以
及异常反应处理情况等。消毒与医疗
废物处置方面，重点查看环境消毒以
及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次预防接种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是狠抓
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
署和工作落实的具体行动体现，是筑牢
疫苗接种工作安全堡垒、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的具体工作抓手，各市（区）卫
生监督机构将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精
心筹划组织、严密抓好落实。

在此，市监督所也提醒全市各预防
接种单位要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尤其
在全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大形势下，
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
心态，切实履职尽责，为新冠免疫屏障的
尽早构筑完成贡献一份力量。

我市疫苗预防接种工作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检查正式启动

尽早构筑完成新冠免疫屏障

在莱州市土山镇，活跃着一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他们守护着一方
青山，倡导文明祭祀，助力护林防火工作。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护林防
火意识，老干部志愿服务队深入林区，向群众宣传护林防火方针政策、法
律法规，发放防火手册。此外，他们还在黑松林周边拉设防火宣传条幅，
倡导广大群众祭祖不烧纸焚香，引导更多人自觉加入到护林防火工作
中，以实际行动积极守卫好“绿色长城”。

通讯员 亚芹 彭彬 YMG全媒体记者 寿锐 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员 汤建军）近日，芝罘区白石街道全
面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对辖区18-60
岁人群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目
前，接种工作正在科学有序地推进。

街道在新海阳社区居委会（新海
阳东街26付1号）、中亚药业院内东南
角一楼（白石路106号）接种点设置了
新冠疫苗接种登记区、候种区、接种
区、留观区等。在接种现场记者看到，
前来接种疫苗的人员佩戴口罩，有序

在入口处排队等候，按照流程依次登
记接种疫苗。

“ 今天我到疫苗接种点来接种疫
苗，这里秩序井然，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也很好。在接种后留观30分钟，身体
没有异常反应。感觉一切正常。”社区
的张大叔说。目前接种居民未发生任
何异常反应，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
安全最有效的手段，是当前疫情防控的
重要任务，请广大群众及时预约，按时
到相关接种点接种。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
琳 通讯员 唐菡）记者昨日获悉，自
2021年3月新冠疫苗全民接种工作开
展以来，芝罘区幸福街道目前新冠疫苗
累计接种突破8000剂次。

记者看昨日在幸福街道幸福社区
疫苗接种点看到，辖区居民在社区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接种新冠疫苗。所
有接种者都要经过“预约、登记、候种、
接种、留观”五个环节，完成接种。接种
现场严格落实一米线距离、健康码查

询、体温测量、定时消毒等疫情防控措
施，在各环节、区域均设置人员把守的
关卡，限制、引导人流，确保疫苗接种工
作高效、有序进行。

记者了解到，针对辖区人群类别、
行业特点，街道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
行科学划分，全面发动各社区居民、各
行各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新冠疫苗接
种，确保群众应接尽接、应快尽快，有效
提高社区接种比例，全面建立有效、牢
固的免疫屏障。

本报讯（通讯员 董恩美 张学辉 周
洪洋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影报道）
4月8日，在烟台海事部门的全程监管下，
自马来西亚启航的中国籍“泛舟6”轮载运
着205个液化天然气罐柜，安全靠泊烟台
龙口港14号泊位，这也标志着龙口港成为
国内首个成功开展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
可移动罐柜业务的港口，烟台海事部门全
力确保业务顺利开展。

据了解，2020年7月2日，交通运输
部《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安全
运输要求（试行）》文件下发，龙口港集团
于2021年1月与上海老虎燃气（HK）签订
了《LNG罐箱港航班轮合作协议》，决定在
龙口港全面开展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可
移动罐柜业务。因国内首次开展这项业
务，港口、代理、货主、船东等开始就该项
业务的相关工作多次咨询烟台海事部门。

面对企业诉求，烟台海事局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采
取多项措施助力企业开展整船载运液化
天然气可移动罐柜业务，努力提高企业市
场竞争力，及时出台了《LNG罐柜安全监
督指南》，指导基层海事处提高监管和服
务水平。烟台龙口海事处将整船载运液
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工作纳入为群众办
实事清单，制定具体措施，多次指导港口
从船舶、船员、码头、航运企业、罐柜等多
项环节逐一落实完善《整船载运液化天然
气可移动罐柜安全运输要求（试行）》文件

要求，确保首船业务安全顺利进行。
船舶进港前，按照海事部门建议，龙

口港组织安全协调会，海事、交通、引航、
港口等多家单位，从船舶申报、进港保障

方案、应急预案、船岸应急联动机制等方
面进行协调沟通，明确有关注意事项，确
保船舶进港及作业安全。在船舶靠港期
间，烟台海事部门合理管控船舶进出港计

划，并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进行全程
监控，确保了船舶安全靠泊，为助力地方
经济发展、为港航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贡献
了烟台海事力量。

芝罘区白石街道

全面启动新冠疫苗免费接种
芝罘区幸福街道

新冠疫苗接种量突破8000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邢潇月 杨秀秀 摄影报道）昨日
上午，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华润万象汇·高
端金融“互联网+”公共服务中心项目施工
现场一派繁忙，项目已完成结构封顶，进
入内部装修阶段，预计2021年下半年投
入运营。“这是一座集住宅、酒店、写字楼、
购物中心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总建
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地下3层、地上5
层，规划店铺300余家。”项目负责人告诉
记者，街道及相关部门在手续跑办、企业
用工、后期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极大便利
和良好服务，保证了项目快速推进。

不仅是万象汇，“耕海1号”二期项目

总投资2.79亿元，由海上综合体主体平台
和生态养殖围栏两部分组成。项目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丰富科普教育、文化旅游、
休闲娱乐、餐饮住宿等内容。一期项目与
二期项目由养殖围栏连通，共同构成“海
洋之星”项链造型。在业内率先建设集养
殖、观光、垂钓、住宿、餐饮、娱乐、科普、科
研等于一体的“海上度假村”，深入挖掘海
洋文化、滨海旅游资源，注重全产业链、全
服务链衔接，丰富海洋牧场品质内涵。

今年以来，黄海路街道统筹安全和发
展，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同时，全
力加速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华润凯旋门
项目、悦海府项目、烟台君悦国际会展中

心等8个重点项目已顺利开工，全部达到
既定任务目标，已完成投资额2.5亿元，占
全年计划投资的26.6%，开复工率及投资
完成率居莱山区前列。

2021 年，街道 10 个重点项目列入
省、市、区三级调度，总投资 66 亿，年度
计划投资9.4 亿。其中省级重点项目2
个，为烟台君悦国际会展中心和“耕海1
号”项目二期，市级重点项目包括山东港
口集团国际交流中心、华润万象汇和清
泉海洋牧场项目，华润凯旋门、悦海府、
黄海路街道老旧小区改造、渔人码头升
级改造和黄海城市新经济产业示范基地
等5个区级重点项目。

“我们下定‘天黑赶路，天亮进场’的
决心，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批重点项目
率先‘起跑’，有望为莱山区‘十四五’高质
量开局注入强大动力。”莱山区黄海路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抢抓春季施工黄
金期，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将竣工
期精确到每一周直至每一天，力促项目早
竣工、早运营。

为确保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街道坚持
“要素跟着项目走”，强化要素供应，精准
破解土地、资金、用工等瓶颈制约，开通重
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落实好帮办代
办、批前辅导等各项服务机制，缩短审批
时限，提高审批效率。

跑出重点项目建设“加速度”

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开复工重点项目8个，完成投资额2.5亿
元，制定攻坚手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泛舟6”轮满载天然气开进龙口港
龙口成为国内首个开展整船载运液化天然气罐柜运输业务的港口

运载现场运载现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信
召红 通讯员 郭健）4月7日上午，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与烟台
高新区管委正式签署高新区医院
项目合作协议，滨医烟台附院高新
院区项目正式落户高新区。

滨医烟台附院高新院区的建
设和发展，对于优化高新区医疗
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医疗卫生水
平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滨州医学
院烟台附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党
委书记刘大华表示，医院将本着

“协助共建、委托管理”原则，认真
履行责任义务，以最优的资源配
置和最好的服务质量，打造资源

共享、互利共赢新格局，为区域人
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安全、便捷
的医疗卫生服务，助力区域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悉，滨医烟台附院高新院
区项目是高新区重点民生项目，
医院建设地点位于海澜路 9号，
含门诊楼4层、医技楼3层、住院
楼12层。运行后，将结合区域疾
病谱特点，引进国内或国际高端
特色专科人才，优化高新区的医
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医疗卫生
水平，为全区居民提供安全、便捷
的医疗卫生服务，推进“健康高
新”建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
俊玲 通讯员 焉卫轩 丁磊）记者
昨日从烟台市卫生监督所获悉，日
前，我市各级卫生健康监督机构为
了规范抗（抑）菌制剂生产、经营行
为，保障消毒产品卫生质量，在全
市范围内对抗（抑）菌制剂生产、经
营单位开展了全面的监督检查，杜
绝抗（抑）菌制剂违规添加、违法宣
传引起“大头娃娃”事件问题。在
两个月时间里，我市已完成900余
家抗（抑）菌制剂生产经营单位监
督检查。

据介绍，此次检查涉及范围
广、检查任务重，既包括抗（抑）菌
制剂生产企业及委托方，还包括抗
（抑）菌制剂经营单位如医药公司、
零售药店、母婴店、商场超市、婴幼
儿洗浴及游泳场所等。目前，烟台
市有抗（抑）菌制剂生产企业和委

托方共17家，其中生产企业有11
家，委托方6家，共有26个产品在
全国消毒产品备案平台进行了备
案；抗（抑）菌制剂经营单位4000
多家。此次共检查17家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及委托方，26个产品以
及近900家各类经营单位。

经查，我市未发现抗（抑）菌制
剂生产企业及委托方有使用抗生
素、抗真菌药物、激素等物料和违
法违规宣传疗效的情况，未有媒体
曝光的问题产品（益芙灵多效特护
抑菌霜、开心森林一抹舒宝宝皮肤
抑菌霜和七草两叶抑菌膏）。

下一步，烟台市各级卫生健康
监督机构将持续加强抗（抑）菌制
剂常态化检查，适时开展“回头
看”，严厉打击违规添加违禁物质、
违法宣传等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我市完成900余家抗（抑）
菌制剂企业监督检查

滨医烟台附院
高新院区正式落户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
嘉琳）记者昨日从市残联获悉，
2021年全市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审核工作正式开始。

据介绍，2020年度已安排残
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于2021年4
月1日-6月15日登录山东省残疾
人服务网，进行在线申报；无法注
册的用人单位，携带相关申报材料
到驻地县级残联所属残疾人就业
服务机构申请现场录入。未在规
定时限提交审核材料的用人单位，
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
符合以下条件可计入本单位所安
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一是将残
疾人录用为机关、事业单位在编
人员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
疾人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
合同（服务协议）；二是依法为残
疾人在本市按月足额缴纳各项职

工社会（医疗）保险；三是依法支
付残疾人工资。用人单位跨地区
招用残疾人的，计入所安排的残
疾人就业人数。

用工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
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提
供派遣单位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证》、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签订的
《劳务派遣协议》，协议中包含将残
疾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
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
条款。

与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为残
疾人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的
用人单位不为同一单位，但单位间
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的，需携带相
关证明材料到驻地县级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现场审核；该残疾人只
能按月计入其个人社会保险缴纳
单位或工资发放单位其中一方所
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我市启动用人单位安排
残疾人就业审核工作执法人员在进行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在进行专项检查。。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于帅春 韩玉斌）近日，
烟台市蓬莱区市场监管局对全区
33家涉氨制冷企业使用的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状况开展专项检查，排
查整改问题百余项。

检查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点对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和使用两大环节进行
全面隐患排查。通过现场查看在
用特种设备及安全附件检验合格
证书、设备安全运行、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企业安全技术档案建立等
情况，督促指导涉氨制冷企业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同时，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与企

业负责人座谈，要求企业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要求，督促员
工严格细致规范操作，定期开展安
全培训。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闭环管理，指
定责任人，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截至目前，共排查问题隐患
115项，已整改108项，限期整改7
项，立案1起。并对33家涉氨制
冷企业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进行逐
一检查评估打分，其中1家企业为
A级，其余32家均为B级。

蓬莱开展涉氨
制冷企业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