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阳海阳 11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董方义/美术编辑/姜涛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区域观察烟台日报

微信
大小新闻
客户端

六月是全国第21个安全生产月，为提高建筑工地应急救援
处置能力，持续抓好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同时为应对近期多
发的雷电大雨天气，日前，海阳市住建局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
在东方航天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工地举行防汛应急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东方航天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工地接到上级
部门通知，两小时后该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现场演练三个科目：人员疏散；疏通排水沟道，重点区域用
沙袋围护；现场积水排除。

现场副总指挥通知应急分队负责人，大雨将至，通知现场施
工人员停止施工，人员进行疏散和撤离。应急分队负责人员通知
施工人员停止施工，按应急路线疏散，确保人员有序撤离到指定
地点。随后，副总指挥通知应急分队，检查现场排水沟道保持畅
通，重点区域用沙袋围挡。随后，应急分队接到命令，现场基坑积
水较多，立即安排排污泵安装，水带、电源敷设，进行排水。

演练结束后，海阳市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姜丹对此次
演练进行了点评，认为此次建筑工地防汛应急演练组织周密，职
责明确，分工合理，研判科学，决策及时得当，达到了预期目标，检
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姜丹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各项目要加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能力，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做
好自身防护，强化隐患排查，雨后必须进行全面的隐患自查，特别
是深基坑、脚手架、临时用电等危险性较大的部位，各个单位要对
本次应急演练进行认真总结和评估，进一步细化应急预案，把事
故应急预案和演练紧密结合，提升应急抢险的能力，保障工地施
工安全，切实提高海阳市城市建筑领域安全生产水平。

（庞磊 刘晓杰）

海阳市住建局举行建筑工地防汛应急演练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

总有一个故事，让你泪流满面；总有一
件风物，让你勾起回忆。

2012年6月16日，海阳成功举办第三
届亚沙会，无数人在这里找到诗和远方。

十年后的盛夏，无数农民打开手机直
播，在小黄车里贩卖人间烟火。

2022年6月16日晚，海阳市“十年亚沙
抖在海阳——海阳好物专场”网络直播和

“烟台好物直播周海阳专场”活动同步在抖
音开启。数位本土农民主播放下锄头，走进
直播间，将暌违已久的人间烟火搬到线上。

一条网线牵起好物两端。海阳网纹瓜、
白玉黄瓜、西红柿、海产品……这些顶呱呱
的海阳农特产，在海阳数十个直播间同步推
介。在抖音账号@俩好先生海鲜直播间和位
于德州科技学院的5G电商直播基地里，众
多年轻主播的面孔早已被粉丝熟知，并牢牢

打上了海阳名优特产的标签。
小黄车里贩卖的满满烟火气，抚平了大

江南北凡人的心。
政府主导，电商赋能，一股乡村振兴新

活力迸发出来。
赶上风口，站稳C位。如何将海阳“农

货”持续打造成为适销“网货”，走出大山，走
向全国，一场产品品牌战箭在弦上。

未来，海阳将发挥“后亚沙”时代契机，
通过举办展览和节庆等活动，打造品牌产业
会展经济，利用重大节庆活动，积极开展线
下会展和线上直播助农活动。注重挖掘培
育海阳本土电商网红，发挥典型引领带动作
用，做大做强“直播+特色农产品+生产基
地+电商企业”的产业链条，让农民不再为销
售发愁。

（庞磊 明文洋 赵力瑶）

天蓝水碧、花红柳绿、道路洁净、卫生
整洁、营商有序……盛夏时节，漫步在海
阳大街小巷，所见所闻让人深深感受到文
明城市创建的强劲脉动。

穿梭于海阳的民主早市，往日拥挤、
杂乱、喧嚣的氛围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
是干净、整齐、宽敞的市场环境。“之前来
买菜，摊位都摆到路中间了，整个市场看
起来乱糟糟的，现在一整改，摊贩都退回
路边的门市房，现在市场看起来又规范又
整齐。”张大妈说。

5月13日，海阳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工
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解读了《关于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的实施意见》，未来五年，海
阳将重点实施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文旅
环境、健康环境、教育环境、安全环境、交
通环境、市容环境、文明素质、公益宣传等
十大提升工程，吹响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的号角。

7个工作组、93名工作人员深入街头
巷尾，开启马路办公模式，重点整治“占道
出道宣传经营”“随意摆摊设点”“乱搭乱
建”等问题，整治占道经营553起，规范店
外摆放732起，取缔私自摆放广告牌98
处，消除野广告149处……改变也随之而
来，现在的海阳，榆山街菜市场全部退道
进店；海政路花鸟摊位已经清理干净，沿
路商铺占道的物品全部搬走；海政路百货
大楼到金海螺广场两边，商铺占道经营、
噪音喇叭扰民、私自占领停车位的问题重
点进行整改……市民悄然发现，海阳的大
街小巷又整洁亮堂起来了。

“今年，我们将实施‘春风’‘夏雨’‘秋
蝉’‘冬雪’系列行动，对于‘占道出道经

营、随意摆摊设点’‘私搭乱建、影响市容
环境整洁’‘乱贴乱画’‘乱拉乱挂’等问
题，一律责令限期拆除整改。”海阳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局长于晓鹏说。5月18日，随
着“春风行动”的圆满收官，“夏雨行动”的
步伐已阔步迈向前，海阳路、海政路、海东
路及部分街“沿路两侧环境脏乱差”“市容
市貌不佳”等问题得到很大改善，这3条道
路已经成为海阳城市建设管理提升标准
化示范道路。

除了规范整治，城市的“面子”也离不
开精致的打理，目前海阳新老城区全部实
现机械化清扫作业，每日洒水3至4次，保
洁员全天在岗，随扫随清，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100%。不仅如此，海阳还
突出城市绿化亮点及景观小品打造，不断
加大裸露地整治力度，让城市既干净整洁
又充满品质品味。

据海阳市住建局局长张忠旭介绍，今
年海阳将实现东凤大道与海河路路口节

点等5个重点区位绿化打造，年内实现建
成区绿地率42%、人均公园面积18平米。

城市品质的提升，有“面子”，更要有
“里子”。在方圆街道文明实践所里，洒落
在笔墨字画上的阳光，让人颇为宁静闲逸、
格调清雅。刘先生是这里的常客，闲来无
事约上友人一同到此写字、画画，让他退休
后的生活意趣横生。“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
活动中心，大家一起发展爱好、修养身心，
感到非常满足。”刘先生怡然自得。

对海阳城区的居民来说，文明实践已
经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逢年
过节，居民们自发聚集在此，举办文艺活
动、做美食、做手工，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
不少趣味；居民和社会爱心人士组成的志
愿队像亲人一般，走进贫困户、留守儿童、
空巢老人的家中看望慰问，用善意温暖脆
弱的心灵；活动中心还定期组织公益课程
宣讲，传播女童保护知识，每周邀请“故事
妈妈”志愿者给儿童讲故事，给孩子们营
造了快乐的生活环境……

不仅仅是方圆街道，现在的海阳，村
委在最显眼的位置张贴着四德榜、孝善
榜，公益广告随处可见，“红马甲”“绿马
甲”活跃在街头巷尾……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已经深入人心，处处彰显着这座城市
的文明。

从省级文明城市到国家园林城市，从
“国家级沙滩体育健身基地”到“国家体育
旅游示范基地”，从荣获“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到荣登“中国避暑休闲百佳县榜”榜首
……拥有众多金字招牌的海阳，如今正顺
应着城市发展大潮，全力向全国文明城市
冲刺。 （庞磊 徐盛世）

汗滴从后背洒落下来，内心溢满对丰收
的期冀。在希望的田野上，麦黄梅熟，这是
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季节。

灌水、平整、拔秧、插秧……不同于北方
乡村的劳作场景，这些年来，位于海阳南部
的龙山街道一直深耕水稻。上千亩的稻田，
以西沽头村的种植面积最大，总计1100亩。

换上村民给的水鞋，记者深一脚浅一
脚，第一次踏进稻田。“今年村里有6台插秧
机进行插秧作业，一亩地插秧仅需300元，
之前雇佣人工插秧一亩地需要330元，机械
化快捷费用还低。”说起这片由盐碱地改良
而来的千亩稻田，西沽头村党支部书记由君
涛有一种格外深的感情流露出来。

今年上半年，海阳市天气持续干旱，半
年未有大的降雨，导致龙山街道西沽头村稻
田水源依赖地———纪疃河（西沽头村临近
河段）蓄水不足，村里打的机井也严重缺水，
1100多亩水稻能否按时插秧面临重大考
验。

“今年最佳插秧时机在6月1日至5日，
错过这一黄金时段，全村水稻将欠收或绝
收，损失或超400万元。”西沽头村党支部书
记由君涛说，5月中下旬，村两委向龙山街
道反映了该困难，并寻求帮助。

西沽头村所处的位置位于纪疃河下游，
如果能让上游水源地———里店水库帮忙
开闸放水的话，可以解决村民插秧用水难
题。了解到该情况后，龙山街道第一时间与
海阳市委市政府及二十里店镇政府对接协
调里店水库开闸放水补充到下游河道。

“村里和上级政府部门帮忙协调抽水，

才能在节骨眼上插秧，如果这阶段插不上，
今年水稻长势就会错过最佳时机，也会减
产。”正在拔秧苗的由淑芹告诉记者，他们家
今年种了大约9亩地的水稻，一部分采用机
械化插秧，一部分采用人工插秧，因为地势
低洼的稻田水深不能使用机械化插秧。

与海产养殖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村民，如
今躬身与稻田相伴。很多人都不敢相信，昔

日的盐碱地能种出水稻？
史料记载，西沽头村是胶东著名的水稻

种植村，该村有着 60多年的水稻种植历
史。此前，稻田处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
近年来，考虑到水稻种植户经营模式比较粗
犷单一，经济效益不高，在龙山街道工委、办
事处的指导下，该村成立了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水稻种植户加入合作社后，可享受水稻

种植一条龙服务，由村里统一管理加工销
售，种植户收益有了显著提升。

如今，“沽头大米”凭借口感香糯，香气
悠长，回味有余香等特点早已飘香全国。
西沽头村作为“沽头大米”主要生产村，注册
了‘金沽糯’商标，下一步，将打造西沽头大
米名牌，为老百姓创造更多收益。

（庞磊 包刚先 李敏）

今天，海阳市中医医院首次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徐欣教授亲临
诊疗，让口腔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国内一流专家的优质服
务。有口腔种植需求者，请拨打热线电话 0535-3109632、
17616052396进行预约，以便及时来院就诊。

徐欣，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
口腔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中华口腔医学会种植专委会常委，国际口腔种植委员
会专家。

今后，徐欣教授将应约带领博士团队来海阳市中医医院口腔
科开展多科目、较复杂的口腔诊疗项目。新的起点、新的环境、新
的征程，海阳市中医医院口腔科将继续秉承“一切以病人为中心”
的理念，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拓宽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让广
大市民享受更加先进、安全、优质的口腔诊疗服务，为健康海阳贡
献力量。 （庞磊 车承轩）

国内知名专家徐欣今天来海阳市中医医院坐诊

需口腔种植者可来院就诊

6月20日，海阳消防大队组织志愿者走进公园广场、沿街商
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最大限度地将消防安全宣传触角延伸
到辖区的每一个角落，全力营造“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
的浓厚氛围。

“外出的时候记着一定要关上电器的电源；发现火灾不要怕，
立即拨打119电话……”“电动车千万不要停在公共门厅、楼梯间
等疏散通道上，夏季气温高，要注意日常火灾防范，避免火灾事故
的发生。”消防志愿者们深入辖区公园广场、沿街商铺进行消防安
全宣传，通过发放《消防安全知识》《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等宣传
资料，为他们讲解日常生活中防火、灭火与逃生自救常识，以及家
庭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等注意事项，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指出了
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规停放电动车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同时，提
醒居民群众在家中不随意乱扔烟头，及时清理楼道、阳台、走廊的
可燃物，不私拉乱接电线，及时发现并消除身边存在的各类火灾
隐患，引导广大群众重视火灾预防，做到“学消防、知消防、会消
防”，为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增添一份保障。 （庞磊 薛晓菲）

海阳消防志愿者走进公园广场、沿街商铺讲防火

消除居民身边火灾隐患

6月16日下午，随着现场最后一次光面爆破安全完成，由中
铁四局承建的莱（西）荣（成）铁路崂山隧道掌子面安全顺利贯通，
这是莱荣铁路目前已贯通的最长隧道。

崂山隧道位于海阳市留格庄镇，全长2328m，为海阳东梁场
架梁线路上的控制性工程。全隧浅埋段落占比为46%，Ⅳ、Ⅴ级
围岩占比高达70%，且围岩等级变化频繁，安全防控风险高、施工
难度大。崂山隧道开挖计划工期18个月，受环境因素影响，隧道
进洞时间较计划滞后约3个月。中铁四局莱荣铁路项目部二分
部自进场以来提前筹划、抢抓工期。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合理的
施工方案、先进的工艺工装、科学的施工组织，同时克服属地疫情
对施工的影响，确保了施工安全、质量、进度的平稳推进，最终实
现了隧道较7月30日贯通的原计划提前45天。

崂山隧道提前顺利贯通，成功攻克了标段内箱梁架设的最后
一个卡点，为后续无砟轨道施工的全面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
项目施工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庞磊 王伟 姜尧）

莱荣铁路崂山隧道贯通
标段内箱梁架设的最后一个卡点被攻克

20日，为防范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徐
家店镇应急办多措并举认真做好高温和汛期危险化学品企业安
全生产工作。

应急办工作人员结合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工作要求，对辖区内8家危化品企业立即
开展专项安全执法检查。主要检查防雷、防爆、可燃气体报警仪、
有毒有害气体报警仪、防爆电气设备等安全设施、设备、装置运行
情况；是否取得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告和是否存在洪水、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威胁；检查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场所，严禁超量、超品种
储存危险化学品及相互禁配物质混放混存。同时，督促提醒企业
要针对已进入汛期和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的实际，增强做好危险
化学品企业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并结合企业的
实际情况开展自查，填写《汛期专项安全检查情况统计表》，建立
工作台账，对发现的隐患问题落实整改措施，形成闭环管理。

此次行动共发现隐患8项，并已全部督促企业整改落实完
成，通过开展汛期安全检查，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内危化品企业落
实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责任意识，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安全。

（庞磊 高家宝）

徐家店镇多举措加强危化品企业汛期安全防范

发现8项隐患已全部整改

十大提升工程助力老区焕新
海阳吹响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号角

昔日盐碱地 今朝稻花香

海阳千亩水稻插秧季结束

他们，在小黄车贩卖人间烟火
“海阳好物专场”网络直播将当地农特产推向全国

西沽头村民在使用插秧机作业。

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开展“夏雨行动”。

年轻主播在直播间推广海阳好物年轻主播在直播间推广海阳好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