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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用火、
用电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消防栓、灭火
器、喷淋等器材设备是否完好有效……为
进一步加强夏季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工作，7月14日，市消防领域安全生产指
挥部赴三站市场开展小微场所火灾隐患

“敲门行动”，逐户排查火灾隐患。
小场所，大安全。自全市范围内开展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以来，市消防
领域安全生产指挥部成立10个检查组对
三站市场内25栋建筑和3052家商户开
展全面摸排检查，对摸排出的2569条隐
患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并督促整改。

逐户“敲门”排查火灾隐患

联民众诚数码广场以经营电子产品
为主，经营业户用电较多。“每天上班之前，
我们工作人员会将市场安全出口、消防通
道等区域全部检查一遍，同时按照消防要
求两小时一巡查。下班时，卖场所有经营
区域全部断电。”该市场安全管理人孙涛接
受采访时介绍，现在市场内每家业户都配
有灭火器，市场还配备了26个消防专用水
桶，每天也都有专人负责检查。

随后，记者跟随检查组来到韩国城与
图书市场，逐户排查火灾隐患。韩国城1
号、2号楼之间的消防车通道，地面上已
经画好黄色的网格状实线。这里原本被
商贩摆摊占据，经过整治督导之后，“生命
通道”畅通无阻。

在韩国城内，每家服装店的电器线路
都进行了穿管保护，沿墙规范走线。“服装
是可燃物质，一定要加强日常巡查，货物
不能堆放到门口，消防通道必须符合标
准。”芝罘区消防救援大队助理工程师赵
文清对记者说。在该市场不仅每户业主
都配有手提式灭火器，公共场所还增加了
两台大容量手推式灭火器。

正值暑期图书市场销售旺季，走进市
场西侧消防车通道，卸货区域异常繁忙。
赵文清介绍，考虑到业户平时有装卸货的
需求，前期在清理整治消防车通道时划出
黄线。业户平时可以在线内卸货，不能影
响消防车辆的正常通行。

全面排查三站3052家商户

在三站市场正门处停有一辆消防车，
6人一组，24小时待命。三站市场始建于
1995年，市场辖设16家参办企业、3000
余经营业户，客流量大、各类历史遗留问
题突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为深入推进消防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进一步加强三站市场消防安全管理，今年
4月份开始，芝罘区消防救援大队成立三
站消防工作专班，将市场划分为大中小三

级网格。同时，成立10个检查组，对市场
内25栋建筑和3052家商户开展全面摸
排检查，联合多个部门采取边检查、边培
训、边演练的方式，共发现火灾隐患2569
条，当场整改968条，目前仅剩1条未整
改完毕。

“对于三站市场消防车通道占用堵塞
问题，大队组织芝罘区6个消防救援站对
市场内7条主要通道、消防车登高作业面
等重点部位进行实地测量，对于不能满足
宽度、高度要求及设置障碍物的通道和作
业面，全部列出隐患清单。”赵文清介绍，
通过排查，市场内消防车通道上存在设置
台阶、广告牌、架空电缆线、违章建筑等情
形影响消防车通行的企业共8家。经大
队现场指导督促，目前占用消防车通道的
广告牌、架空电缆线、占用消防车通道的
台阶均已被拆除整改。同时，大队联合三

站服务中心对市场内消防车通道标识划
线等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现已完成三站
市场内消防车通道划线工作。排查16家
企业共发现泡沫夹芯板建筑2447平方
米，现已全部拆除并更换完毕。

建立9大类“三张清单”

全面加强夏季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市消防领域安全生产指挥部发动
镇街、社区、物业等基层网格力量对单位
场所开展“敲门行动”，掌握基本情况及存
在的问题隐患，逐户填写登记表，集中建
档、边查边改、立查立改，截至目前已排查
92个镇街、80749家单位，分层次建立9
大类“三张清单”。

“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以
来，我们紧盯火灾高风险场所，开展了医
疗卫生、春雷行动、两个通道整治等专项
整治行动十余次。”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
防火监督科科长张少晨介绍，通过逐街逐
户开展敲门行动，摸清火灾防控重点，严
格执法措施推动火灾隐患整改到位，开展
消防宣教“百千万”大行动提升全民消防
安全意识，切实保证了全市火灾形势的持
续平稳。

同时，发动全市11个部门开展隐患
排查整治“回头看”，成立2个督查组对问
题整改进度进行不间断督查。目前已检
查14个区市、477家单位，整改问题隐患
269处。成立8个巡查组，对各区市排查
整治情况进行徒步巡查，重点巡查乡镇
（街道）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并通过座
谈调研方式征集基层难题。研发的大排
查大整治云平台系统，汇总地理位置、建
筑信息、隐患状态18万条，实现排查数据
由列表化向图形化转变。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通讯员 王晓涵 摄影报道

逐户“敲门”排查小微场所火灾隐患
全市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中，三站市场共摸排2569处火灾隐患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
讯员 王英磊 摄影报道） 7月14日，2021
年全省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文
化中心广场举行，宣传展示我省绿色食品
发展成果，分享绿色食品发展经验，向全社
会深度宣传绿色食品“绿色生产、绿色消
费、绿色发展”理念。全省30家绿色食品
企业参与了现场宣传品鉴活动，产品涵盖
果、菜、茶、食用菌、畜禽、饮品等初级产品
及加工品，产品受到广泛青睐。

促进绿色产业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市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强化政策支持，加快产业
升级，有力促进了稳供给、促增收、保生态
的有机统一，绿色产业得到长足发展，为乡
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我们自1998年起先后有36个葡萄
酒产品获得绿色食品证书，至今已连续用
标20多年。”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丁维杰说。
“销售价格涨了30%，销售额提高了

20%。”市茶叶学会会长、海阳市步鹤山茶
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志刚说，2019年企
业申请了绿色标志，市场认可度更高，取得
良好业绩。在他的引领下，全市茶叶企业
已全部申报了绿色标志。

“以前没有绿色认证时，一些要求严格
的电商平台、大型商超就不让进驻。”栖霞市
唐家泊镇肖家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鹏绩说，2018年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后，村里的“逍鴐夼”苹果获得大型商超青睐。

我市是全国首个地市级“中国绿色食
品城”，截至目前，全市“三品一标”认证企
业314家，认证产品577个，认证面积600
多万亩，涵盖了烟台苹果、龙口粉丝、葡萄
酒、粮油、蔬菜、畜牧、水产等特色产业，绿
色食品理念深入人心。结合苹果高质量发
展，计划3年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苹
果）标准化生产基地100万亩。

“我要像蚕一样，哪怕只剩最后一根
丝，也要奉献给人民。”国家税务总局烟台
市芝罘区税务局四级高级主办孙杰曾在参
加一次短训班时写下这句心得。

然而，就在今年6月28日，税政一股负
责人孙杰的生命永远定格成“奉献”的姿态
——他倒在铺满税务材料的办公桌前，再
也没有醒来。

“先进个人”“文明税务工作者”……记
者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多项荣誉证书被
藏在书后，一张张证书记录下这位纳税人
的“勤务员”爱岗敬业、为民办事、担当作
为、清正廉洁的一生。

“在最平凡的岗位上，做最不平凡的
事”，这句常回荡在耳畔的话，孙杰已用尽
一生践行。

时间回到2021年6月28日。这天8
时25分左右，孙杰被同事发现倒在办公桌
前，桌上还放着一本税务笔记。送医后，11
时01分，孙杰因心源性猝死，经全力救治
无效，永远离开了工作岗位。

“他对我们纳税人一点架子也没有，说
话不紧不慢，笑着给我们讲业务，很随和。”
银都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门人员李淑美这
样评价孙杰。而这一评价，得到了其他6
位受访纳税人的一致认可。

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
部分企业资金面临困难。“就在最关键时刻，

孙科长主动打电话告诉我们可以办理增量
留抵退税。我没有处理过这项业务，孙科长
就协助我们成功退税。”张裕葡萄酒分公司
财务人员孙爱军说，这笔巨款不仅是张裕公
司成功办理的第一笔增量留抵退税，也在疫
情期间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一心热忱，一脸微笑，面对纳税人，他
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解税收政策，从
没有一句抱怨。将笑容献给纳税人，用耐
心服务大众，这是孙杰的行为准则，亦是公
务人员作风转变的真实写照。

去年5月底，已下班回家的张裕集团
财务人员郭翠梅接到紧急通知，要核实一
组税负数据，并于次日一早上报结果。“我
当时特别着急，可又不知从哪儿入手，我就
给孙科打电话。没想到孙科一听到我的电
话立马说，你拿着底稿来我办公室吧。”郭
翠梅说。

当晚7点，郭翠梅找到了“救星”孙杰。
夜晚11点，报告初见眉目，郭翠梅先

离开税务局。此时的孙杰，还“鏖战”在一
堆数据中。本以为次日一早孙杰才会将报
告发给郭翠梅，可凌晨1点半，孙杰已将完
整报告发来。

“等于人家没有吃饭，帮了我一晚上，
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郭翠梅说，“我一辈
子都会记得满头白发的孙科，在那儿把眼
镜摘了戴、戴了摘，逐条分析数据的样子。

那天晚上，他的工作状态，他满怀为民服务
的一颗责任心，让我感佩终身。”

税官工作干得好不好，纳税人的口碑
说了算。孙杰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把一
心一意的服务干到纳税人的心坎里。

因为常年加班作息不规律，孙杰患上
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疾病与高血压。桌上
的降压药是他的“战友”，与各类税收政策
汇编一起，陪伴孙杰度过每一个忙碌的夜
晚。

正是这种“任劳任怨”，让他对税收事
业的热爱，不仅在于“敬”，更在于“精”。他
勤于钻研业务，是同事口中的“活字典”，成
为纳税人心中的“百科全书”。

——2016年，营业税改增值税成为计
税新法，53岁的孙杰认真研读国家政策，
将每一则条款都熟记于心；

——2018年，减税降费的“春风”为企
业带来发展红利，55岁的孙杰埋首案前，
写满行行学习记录；

——2020年，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出
台若干税收优惠政策，57岁的孙杰做起勤
奋刻苦的“好学生”，文件不离手，政策不离
口，将每一项“温暖”送到纳税人心头；

……
业精于勤，孜孜不倦。从税42年，孙

杰对于每个文件的背景意义、每个政策的
时间节点都如数家珍。

1994年，增值税制度改革，增值税发
票抵扣尚是人工操作，这就给了不法分子
操控的余地。当时有人想通过关系给孙杰
施加压力，让他审批增值税发票抵扣时能
给予方便。“这是虚开发票，我不可能给他
办！”孙杰顶住压力不妥协。

对方见事不可为就想绕过孙杰在营业
大厅找人办理，却被孙杰恰巧碰见，并当场
将发票撕成碎片。对方灰溜溜走后，孙杰
才从纸篓中小心翼翼地将发票碎片拾起，
装到信封中保留。

“当时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增值税发票
的重要性，也不理解孙科长的做法，认为他
太过死板，不懂得变通，直到几年后虚开发
票刑事案件事发，才知道孙科长的做法是
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当时孙科长还带着保
存好的证据当庭作证，指证犯罪事实。”已
退休的老同事赵鲁娟感慨。

“他经常说，如果不符合国家规定，给
人家办了，晚上回家会睡不着觉的。”同事
贾世刚这样评价，“他不畏权、不求利，清正
廉洁。”

白菊在风中摇曳，人们目视着孙杰的
遗像，深深三鞠躬。悼词中这样总结孙杰
的一生：“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
员的使命担当和庄严承诺，用生命谱写新
时代税务人的壮美赞歌。”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实习生 宋一夫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芝罘区税务局孙杰——

以生命书写担当与奉献

消防督导员对工作人员进行防灭火技能培训。

全市“三品一标”认证企业314家，认证产品577个，认证面积600多万亩——

绿色食品守护舌尖安全

获得“绿色认证”的苹果受到青睐。

本报讯（通 讯 员 秦新亮
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摄影
报道）昨日上午，全市老干部社团
组织平台建设工作现场会在芝罘
区举行，现场观摩了芝罘区“红湾
银帆”志愿者联盟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6名志愿者联盟
负责人从与会领导手中接过联盟
旗帜，象征着芝罘区“红湾银帆”
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活动现场
气氛温馨而热烈，离退休干部志
愿者代表安立盛激动地说：“很荣
幸参加今天的启动仪式，芝罘区
成立‘红湾银帆’志愿者联盟，为
我们老同志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
平台，我们感到非常振奋。今后，
围绕全区正在开展的‘街巷长制’
工作，我们老同志要积极走出家

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居
住的街道、社区做好环境整治工
作，对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进行劝
导，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小事做
起，为芝罘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
的贡献。”

此次会议是全市推进老干部
社团组织平台建设工作以来举行
的首次现场会。老干部社团组织
平台，是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的重
要载体，是把老干部组织起来的
一种重要形式。成立“红湾银帆”
志愿者联盟，是结合芝罘实际，推
动老干部社团组织平台建设的一
项创新举措，对于提高老干部社
团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凝聚老干部志愿者发挥新动力，
具有重要意义。

“红湾银帆”志愿者联盟成立
全市老干部社团组织平台建设工作现场会举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实习记
者 吕金滙）针对近期食品许可证
热点问题，烟台“政企通”邀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分两期进行详细
解答，今天刊出第二期。

一、在发现食品生产违法行
为时，可以拨打哪部电话进行举
报投诉？

答：拨打 12345 或 12315 消
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二、食品经营许可证需要年
审吗？

答：食品经营许可证不需要
年审。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的时
候，上面标志使用期限，在使用期
限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三、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的时候，法人需要办理健康证吗？

答：法人如果参与到店铺的
经营工作也是需要办理健康证
的，只要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的
人员，都需具备健康证。

四、有两处经营场所，只有一
张食品经营许可证，一个在县城，
一个在乡下，可以共用吗？

答：不可以。根据《食品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第四条，食品经营
许可实行一地一证原则，即食品
经营者在一个经营场所从事食品
经营活动，应当取得一个食品经
营许可证。

五、“三无”食品是指哪“三
无”？

答：无厂名、厂址和生产日
期。

六、食品进货查验记录保存
期不得少于几年？

答：2年。
七、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副

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么？
答：是的，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收

取多少费用？
答：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不

收取费用。
食品经营许可证咨询电话：
开发区：6396036、6373059
综合保税区：6836686
芝罘区：6784337
莱山区：6711192
福山区：3029072
牟平区：3397757
蓬莱区：2706291
海阳市：3301228
招远市：8165358
龙口市：8732753
莱州市：2252163、2252183
栖霞市：5265228
莱阳市：7800569
高新区：6922322
长岛综试区：3213630
昆嵛山保护区：4693155

发现食品生产违法行为
如何举报投诉？

芝罘区“红湾银帆”志愿者联盟正式成立。

（上接第一版）我们要继续弘扬光
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
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文章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
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
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必须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

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加强中华
儿女大团结，必须不断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文章号召全体中国共产党
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
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
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