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02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滕丽霞/美术编辑/曲通春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10月12日至13日，由山东省委宣传
部主办，济南市委宣传部、烟台市委宣传
部、潍坊市委宣传部及香港商报承办的

“2021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山东行”活
动开启“山东行”第一站，来自粤港澳大湾
区的11家主流媒体代表走进烟台，探寻烟
台产业发展之道，从独特视角讲述“烟台
故事”。

海洋产业发展澎湃新动能

12日下午，媒体团乘船赴“耕海一号”
海洋牧场进行采访，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实
地参观了海上智能养殖网箱、海洋监测系
统等，媒体团对于烟台海洋产业的创新转
型发展啧啧称奇，香港《港真》杂志社社长
郭灵说：“一到烟台，就感觉烟台是一座有
活力有创新的城市，海洋也赐予了烟台海
纳百川的情怀，‘耕海一号’就像一座海上
桃花源，让我非常震撼。”

作为全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
综合体，“耕海一号”一期配备了自动投
饵、5G通信、安全管理等系统，将渔业养
殖、智慧渔业、科技研发、科普教育等功能
有机结合，以科技创新提升渔业养殖效
率，实现了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据了解，

“耕海1号”一期总养殖体积3万立方米，
每年可养殖优质海水鱼类20万尾，年产约
15万公斤。“耕海1号”二期项目已完成设
计工作，成功入选2021年山东省新旧动
能转换优选项目。

在中集来福士，媒体团被其建造的钻
井平台、生产平台、海洋工程船、海上支持
船、海洋牧场平台、海上风电船、海上综合
体等各类海洋工程装备项目所吸引。当

“蓝鲸一号”实际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引来
纷纷赞叹，“建造移动的海上城市未来可
待。”“没想到烟台有如此庞大的海洋产
业。”

香港商报副总编辑王军说：“烟台依

海而建，充分利用海洋资源，是真正的滨
海城市，虽然我们来自南海之滨，海洋资
源并不缺乏，但同样是开发海洋经济，‘耕
海一号’海洋牧场的智能化、数据化让我
们大开眼界，科技对海洋生产能力的提升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是未来海洋产业
发展的方向。”

产业转型探索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团走进烟台
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看到
了其在深耕传统油气装备及服务领域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在积极向新领域延伸
触角。

杰瑞集团在环境治理装备及服务、智
能环境清洁装备、高端静电消杀设备等多
个领域的新探索，生动诠释了烟台民营企
业不断创新转型的活力。开创性产品“深
度清洁车”引起媒体团的注意，工作人员
现场驾驶清洁车进行了路面清扫，瞬间剥
离隐藏在道路缝隙深层的灰尘，还路于

“本色”。据介绍，深度清洁车彻底改变了
传统的清洁模式，变“扫”为“吸”，用一个

“吸盘”代替传统清扫车的扫刷，所到之
处，一遍即可完成清洁。根据第三方洗扫
净率对比，传统道路清扫设备平均值为
47.7%，而深度清洁车平均值可达99.2%。

安全也是杰瑞集团一直重视的方面，
员工对于安全意识的深化于心让媒体团
钦佩不已。深圳特区报记者田语壮说：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刚进杰瑞集团就播放
了安全提示片、发放安全帽，在参观过程
中，还有工作人员随时提醒大家在安全区
域活动，这一细节体现了企业管理模式，
作为装备制造企业，每一个员工都能将安
全意识深化于心，让人佩服。”

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团在橙色云
互联网设计有限公司，看到了互联网设计
新模式、新领域的开拓者。橙色云聚焦于

工业产品的协同研发设计，打造了一个基
于云端的创新平台——橙色·云工业产品
协同研发平台，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CDS云协同研发系统、CRDE云研发环
境系统、麟玑AI系列产品，创立了“协同
创新”“研发上云”两种全新业态，填补了
国内工业产品协同研发设计领域的空
白。“橙色云能在6年前就有互联网设计转
型的思路是十分难得的，这一创新型的思
维，值得大湾区很多地方融合借鉴。”《澳
门月刊》执行总编辑黄殿晶表示。

生物医药硬实力频获点赞

医药产业发展也是本次媒体行的亮
点，媒体团走进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
有限公司，讲解员将荣昌生物的发展历
程、产品研发、人才培育等方面进行了一
一介绍。深圳广电集团融媒体中心主编
孙浩元说：“没想到烟台竟有如此强大的
生物医药产业，亲身来到这里，我感到又
新鲜又振奋。”

荣昌生物自主研发的“泰它西普”“维
迪西妥单抗”两款世界级原创生物新药先
后获批上市，其中，泰它西普是全球首个
双靶点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创新药物，
维迪西妥单抗是我国首个获批上市的自
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ADC）。13年
来，荣昌生物坚持自主创新、差异化与全
球化的发展战略，全力推动多个药物在国
内外的研发与商业化进程，多次惊艳世界
生物医药舞台，成为中国本土创新生物药
企的先行者。

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力引起
媒体团的讨论，南方都市报视频记者曾甜
宇表示，这次烟台之行打破了她以往对烟
台的印象，烟台医药产业的发展让她耳目
一新。香港商报山东办主任孙珂说：“荣
昌生物的医药产品早就家喻户晓，这次来
到实地，不得不为烟台医药产业的发展点

赞，硬实力不容小觑。”
在八角湾畔，媒体团走进开发区自贸

创谷，聆听自贸烟台的发展历程，感受烟
台发展的前沿地带，孙浩元表示作为烟台
人，看到家乡有如此发展心里很激动。王
军表示，自由贸易区是烟台发展的新引
擎。

擘画航天产业蓝图

媒体团走进位于海阳凤城垛山脚下
的东方航天港固体火箭总装区，一座座现
代化厂房平地而起，没有人能预想到，这
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丘将成为航空火箭
的生产组装地，在海阳厚重的史册上描绘
出“航空航天”这骄人的一页。

“海阳港位置独立、安全，可满足小倾
角、太阳同步轨道等多种轨道卫星的发射
需求，具备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天然优
势。”海阳市航天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徐文说。如今，海阳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
正全面起势，总投资230亿元，总规划面
积18.6平方千米，以“一港三区”为基本构
架，以航天发射产业为核心牵引，打造运
载火箭海上发射及综合试验中心，以星箭
研发制造、航天高端配套、卫星数据应用、
航天文化旅游、航天+海工装备制造、空天
运输及搭载服务、航天科技应用等为重点
方向，培育形成“1+7”商业航天全产业链
发展格局。

媒体团参观完东方航天港后，感叹声
不绝于耳，“这次来烟台不虚此行，真的值
得来看一看。”香港经济导报深圳新闻中
心副主任孙磊说。黄殿晶表示，“我去过
很多地方，但是像烟台这样充分利用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工业的不多，我切实
感受到了烟台对产业的重视，有烟台这样
一座城市，有这么好的产业作支撑，我感
到很振奋。”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魅力烟台“圈粉”大湾区媒体团
“2021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山东行”活动走进烟台探寻产业发展之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
近日，政企通“12345”热线接到开发区某
企业，就“烟台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批
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申请需要准
备什么材料、办理流程、业务受理部门”等
相关问题进行咨询。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就上述
问题进行回复。该工作人员表示，按照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全面开展烟花爆
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安
监总管三〔2011〕151号）要求，烟花爆竹
批发企业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需提
交下列12份材料：

⑴企业基本情况简介（包括企业性
质、地理位置、生产能力或经营规模、从业
人员等）；⑵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⑶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⑷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制度清单
⑸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及安全管理人

员名录
⑹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复印件
⑺事故应急预案备案证明材料复印

件
⑻工厂（库区）平面布置图

⑼工（库）房和主要生产设备、消防设
施清单

⑽经营的主要产品清单
⑾自评分值汇总表
⑿自评报告
针对办理流程，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系

统性的解答。“首先需要企业自评，达标后
提出书面评审申请。申请标准化三级企
业达标评审的，需向烟台市应急管理局提
出申请。申请二级的，需向山东省应急厅
提出申请；依次类推。企业可根据实际情
况与市应急局危化科联系，联系电话
6789793。”工作人员说。

现如今，安全作为第一生产要义，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安全培训机构也愈
来愈多的出现大家的视线中。近日，莱山
区某工业园工作人员，就遇到了关于申请
安全培训机构和相关办理流程的难题。

市应急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安全
生产培训机构不需要资质申请，不属于行
政许可。“之前是由省应急厅认定条件进
行公布。但近期，省应急厅正在研究调整
相关规定，具体工作要求还未公布。具体
事宜请致电咨询市应急局新闻宣传和信
息化科：6789763。”工作人员如是说。

海阳市徐家店镇一企业负责人则向
“政企通”热线反映，自己需申请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标准化，但并不了解具体的条
件、参评程序及相关业务受理部门。

针对上述企业负责人的疑惑，市应急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系统性的解答。

记者了解到，在评审条件方面，危险
化学品企业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需
满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安监总办〔2014〕49号）和《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有关事
项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6〕111号）
相关要求。1.设立有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的，已依法取得国家规定的相应安全生产
行政许可；2.申请评审之日的前1年内，无
生产安全死亡事故；3.评审得分均应在80
分（含）以上，且每个A级要素评审得分均
应在60分（含）以上。

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还应
符合以下六个条件，1.在本行业内处于领
先位置，原则上控制在本行业企业总数的
1%以内；2.建立并有效运行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体系，实施自查自改自报，达到
一类水平；3.建立并有效运行安全生产预
测预控体系；4.建立并有效运行国际通行
的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健康事故调查统
计分析方法；5.相关行业规定的其他要求；
6.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推荐意见。

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还应
符合《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二
级标准化评审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

〔2014〕128号）相关要求。
整体流程为企业自评-申请评审-评

审-公告-撤销或期满复评五个阶段。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企业可根据注册地

址与属地应急部门联系，联系方式如下表。

关于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审批、安全培训及考试危化（非煤矿山）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审批等相关问题的解答（一）

区市

芝罘区

福山区

莱山区

牟平区

海阳市

莱阳市

栖霞市

蓬莱区

长岛区

龙口市

招远市

莱州市

开发区

高新区

昆嵛山

联系电话

6010267

6356292

6716026

4281190

3330208

7215229

3379177

3350003

3096123

8524359（危化）
8579937（烟花爆竹）

8255316

2093503

6395796

6922119

4693621

昨日，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海关关员对外贸集装箱进行现场监管。今年以来，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
积极推行“两步申报”“先出区后报关”“关税保函”等一系列投资贸易便利化改革，压缩船舶进出港时限，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春康 通
讯员 王铎 洪川）为更好破解企业群众办
事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全面提升服务质效，
10月13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开展“局长
走流程”活动，由部门主要负责人深入政务
服务窗口一线，随机选取了企业群众关注
度高、办件量大的高频热点事项，通过“陪
同办”“代理办”等形式，站在企业群众视角
进行“全流程”参与、“换位式”体验、“零距
离”服务。

体验活动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立即
召开现场办公会，召集相关科室负责人及
窗口审批人员，将办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与不足当场进行分析研究、整改优化，同
时，要求各科室迅速开展自查整改，进一
步推动服务理念重塑、服务模式再造、服
务质效提升。

“局长走流程”活动的开展，是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的务实举措，
找准问题、夯实作风、明确方向，拉近了与
群众的距离，将不断助推企业群众服务满
意度、改革获得感再上新台阶。

局长进基层
服务零距离

提升通关效率提升通关效率 推进贸易便利化推进贸易便利化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为大力宣传我市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单位和个人的先进事
迹，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
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10月
13日，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市民
族宗教局举办“永远跟党走”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事迹报告会。

来自全市不同领域的6名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和个人代表，
结合自身实际，用一个个动人的故
事传播民族团结进步声音，引导和
鼓舞各族群众践行中华民族一家
亲理念，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

跟党走。真实感人的故事、催人奋
进的事迹，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
共鸣，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
植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我市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
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一步弘
扬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传播民
族团结进步正能量，为构建“1+
233”工作体系、打造更具影响力
的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作出更大
贡献。

我市举办“永远跟党走”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10月15日（周五）下午，烟
台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
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蔡润圃将
接听12345热线，就烟台市教育
局职责范围内且属于烟台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范围的各
类诉求进行解答，届时，市民可拨
打热线反映相关问题。

10月 15日(星期五)15:00-
16:00，烟台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
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蔡
润圃将接听12345热线电话。受
理范围为烟台市教育局职责范围
内且属于烟台12345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受理范围的各类诉求，包
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民办教育，中高考政策、教师
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咨询、求助、意
见和建议。

需要提醒市民的是，本次接
话活动的受理方式是接听电话渠
道的市民诉求，不接待来访人员；
超出受理范围的来话，由12345
热线工作人员按常规程序处理；
因来话较多接话单位负责人未能
接听的诉求，由12345热线工作
人员详细记录后，按常规程序处
理；接听期间，对来话人个人信息
要求保密处理的，不转接领导接
听，由12345热线工作人员详细
记录后，按常规程序处理。接话
情况将通过“大小新闻”媒体端对
外公开。

烟台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
接听12345热线群众来话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孙文琦 通讯员 蒋雅梅）为解决
我市食品行业制冷技术改造所面
临的方案选择和安全管理等问
题，帮助企业掌握和了解制冷技
术发展趋势，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11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烟台
先进制造工程技术学会（烟台市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承
办，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食品工业协会、烟台工匠
学院、烟台昭阳网络技术服务公
司协办的2021年烟台市食品行
业制冷系统技术及安全管理高级
研修班在冰轮集团拉开帷幕。

据介绍，本次研修班专家学
者来自中国肉类学会、山东建筑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鲁商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冰轮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行业知名科

研所和装备制造企业。研修的主
要内容包括冷链物流、食品加工
行业的制冷技术发展趋势，新国
家标准《冷库设计标准》（2021
版）解读，制冷系统安全、环保、节
能技术应用与现有系统改造方
案，制冷系统安全操作、安全管理
及应急处理，制冷系统数字模拟
控制及智慧能源管理平台介绍
等。

现场，来自全市食品加工冷
链物流涉氨企业的管理及技术
人员、行业管理及安全监管人
员、各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共110
余人参加了现场讲座。此外，当
日下午在市应急局指挥中心统
一组织下，各区市应急部门监管
人员、乡镇安全管理负责人、安
全监管人员和所有涉氨制冷企
业约1200人通过线上参与了此
次研修。

我市举办食品行业
制冷系统技术研修班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指出，
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方的共
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
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
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
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
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
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
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
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地相互认
知，理性平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
分歧。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
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
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
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
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

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
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
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
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
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
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
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张，欧盟
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
系，双方可以就彼此存在差异和
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信
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
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
努力，愿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
中建交50周年活动，继续加强双
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
挑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
中理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
动。

习近平同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上接第一版）是猛禽等鸟类、斑海
豹、鱼类等海洋动物迁徙洄游的关
键廊道，刺参等海珍品原生种质资
源集中分布区，盛产贝藻鱼类海珍
品217种，年途经候鸟320多种、
120多万只，栖息海豹近400只。

海上，长岛海域分布有国家
Ⅰ级保护野生动物西太平洋斑海
豹等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是连接斑海豹在辽东湾繁殖区和
黄海栖息地之间的关键洄游通道
和摄食生境，也是东亚江豚和蓝
点马鲛、小黄鱼、银鲳、带鱼、中国
对虾、鳀等海洋经济动物的关键
洄游通道和摄食生境，是刺参、皱
纹盘鲍、光棘球海胆等海珍品和
许氏平鲉、栉孔扇贝、魁蚶、海带

以及其它大型海藻等经济生物的
原种产地和重要分布区。

陆上，长岛是爬行纲动物庙
岛蝮的模式标本产地和分布区，
庙岛蝮是长岛脱离大陆后在岛上
特化出来的一个新物种，是中国
特有动物。长岛保存了庙岛蝮良
好的栖息环境，在全国乃至全球
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空中，长岛是东亚-澳大利西
亚全球候鸟迁徙通道黄渤海上的
重要节点，是我国候鸟跨渤海湾迁
徙的重要通道和主要停歇地，特别
是迁徙猛禽种类多、数量大，猛禽
数量达到所在生态地理区猛禽物
种总数量的50%以上，成为我国
候鸟迁徙和保护的关键地区。

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