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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胡焜 摄影报道）入
伏以来，气温持续升高，环卫工人
不辞辛劳，在街头挥洒汗水，他们
的身体健康让人牵挂。记者昨日
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获
悉，根据有关安排部署，我区正积
极做好高温期间环卫作业人员

“双防”工作，即疫情常态化防控、
防暑降温工作“两手抓、两不
误”。目前，全区50个环卫休息
点全部开放，环卫工人可在里面
歇脚纳凉。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山东省城
市精细化管理标准》环境卫生管
理最新要求，环卫部门调整了环
卫作业和休息时间，室外人工作
业注意避开高温时段，减少露天
连续作业。气温达到30℃以上
35℃以下时，12：00至14：00停
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11：00至
15：00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
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
11：00至16：00停止保洁人员户
外作业；最高气温达到40℃以
上，全面停止人工户外作业。高
温时段，会适当增加道路机械化

清扫频次。
我区环卫部门正在积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为环卫作业人员
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和防暑降温
用品，通过各种途径宣讲预防中
暑的常识，使职工掌握防范高温
中暑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增强防
范、自救和互救能力。区环卫部
门在加强作业检查的同时，将密
切关注环卫工人健康状态，对发
生中暑（热射病）的环卫工人，第
一时间送往医疗机构治疗，并及
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近年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按照市区两级部署、动员，把建设
环卫工人休息场所作为一项创新
惠民工作，确保满足城区600余
名一线环卫工人的休息要求。目
前，市区规划、建设环卫工人休息
点共有50个。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中心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保障环
卫工人权益，我区新建环卫公厕
同步配套建设休息室，并对原有
环卫公厕管理房加以改造，室内
配备风扇、暖气、饮水机等保障设
施，全区主次干道两侧29座公共
卫生间全部配套设置了环卫工人
休息点，为临近保洁区域的环卫

工人休息、饮水提供了方便。同
时，环卫部门发动主次干道沿街
的企事业单位设立爱心驿站，由
营业网点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场
所。经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走访发
动，农业银行、中国石油等15家
沿线营业场所设置了环卫工人休
息点。市场化作业保洁公司依托
主次干道沿线设备管理处，设置
环卫工人休息点6处，便于单位

保洁员工休息需要。
现在，全区共有各类环卫休

息点50个。区环卫部门将合理
安排作业时间，保证一线人员定
时进入休息点轮休，确保环卫工
人身体健康，为市民营造整洁优
美的市容环境。在此，也呼吁广
大市民，不随意乱扔乱丢垃圾，就
是送给环卫工人们最好的“防暑
品”。

我区50个环卫休息点全部开放
满足城区600余名一线环卫工人的休息要求

区卫健局开展母乳
喂养周宣传活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衣文萍 通讯员 李丛）近日，
区卫健局联合烟台毓璜顶医院
莱山分院开展了以“支持母乳喂
养，守护健康地球”为主题的
2020 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活
动，强调倡导和推进全社会支持
母乳喂养，保障儿童健康，同时
减少母乳代用品的消费和使用，
从而减少相关生产和消费环节
对地球资源的消耗和污染。

当天下午，妇产科都海波主
任为各位哺乳期妈妈召开了喂
养专题讲座，详细讲解了母乳喂
养的好处、如何判断乳汁是否充
足、如何保存吸出的乳汁等母乳
喂养知识，同时利用母乳喂养教
具，生动、直观地为宝妈们呈现
了母乳喂养的方法及乳房的按
摩图解，并现场解答宝妈们提出
的问题。在场的宝妈们表示，这
场专题讲座让人受益匪浅，纠正
了平日没有注意的母乳喂养误
区，更有助于妈妈及宝宝的健
康。

据悉，世界母乳喂养宣传周
是由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组
织发起的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国
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WABA)
确定每年8月1日至7日为“世
界母乳喂养周”，使全社会积极
鼓励和支持母乳喂养，拓宽母乳
喂养的内涵，创造一种爱婴、爱
母的社会氛围。

我区“帆船进校园”
活动顺利举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衣文萍 通讯员 董善翔）
2020年的盛夏，“帆船进校园”
活动在区实验小学、烟大附中小
学部、区第四实验小学吹响了集
结号，近百名小营员、教练员分
三批次开展了为期15天的夏令
营集训。

为提升我区青少年的帆船
帆板运动水平和水上运动安全
技能，“帆船进校园”活动顺利开
展。开营仪式上教练员向小营
员们详细讲解了什么是帆船、帆
船的动力原理以及船体的构造，
幽默风趣的语言激发了孩子们
对帆船运动的无限热情和极大
兴趣。小营员们在烟台市帆船
帆板运动协会基地学习水上体
育运动安全知识、帆船操作系统
等初级课程，并亲自体验当“小
小航海家”。在海面上，小营员
们化身“弄潮儿”，悬帆掌舵，驾
驭帆船逆风前行。“我们烟台有
美丽的大海，我们是海边的孩
子，就要能驾驭大海，我长大后
想当航海家。”参与的一位小学
员很认真地说。

（上接C01版）
“其实，研发人员出现在车

间，这不奇怪。我们要求，不能坐
在办公室里或电脑跟前搞研发，
这样干，研发出来的东西和客户
的需求，很可能是脱节的。”杰瑞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场是最贴
近实际的地方，也是最能了解客
户需求的地方。每天，杰瑞的众
多研发人员不是在车间里看产
品、找问题，就是在客户井场作业
现场中了解需求。在组装车间
里，所有的产品100%都是客户定
制，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产品，性
能、设计也绝对不会相同。

重视研发，重视创新，提升核
心竞争力和产品品质，早已成为
杰瑞发展的理念之一。多年来，
杰瑞成立了7大研发中心，设立创
新专项奖励基金，研发人员平均
年龄在35岁以下，不断引进和培
养油气行业专业高级人才，这样
一支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研发团
队，不断挑战发展路上的一个又
一个技术难关。

无论怎样的难题，杰瑞的应
对凭借创新攻而取之、战而胜
之。如今，创新的成效已然显
现。杰瑞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

“现在，国内凡是有油田的地方，就
有杰瑞的产品。”

为杰瑞产品倾倒的又何止是
国内的客户？杰瑞在成立之初，
就设立了“打造国际品牌 成就百
年杰瑞”的企业目标。如今，北美、
拉美、中亚、俄罗斯、中东、欧洲、非
洲、亚太，都能看到杰瑞的产品。
技术的优势和过硬的质量，让世
界见识到了“中国制造”和“大国重
器”的高超水准。

“在面对疫情的情况下能够
保质保量地完成交付，这展现了

‘杰瑞速度’，杰瑞是非常值得信任

的合作伙伴，未来，我们会继续加
强相关合作。”不久前，杰瑞天然气
印度尼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海上平
台项目正式发货，这是杰瑞迈入
国外高端海上平台的又一里程
碑。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客户对于
杰瑞的产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一个又一个在国内乃至在国
际市场居领先地位的创新产品，
让杰瑞的品牌越来越响亮，赢得
了来自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调整布局

拓展发展空间

今天的杰瑞股份，已经不仅
仅是“民营油气装备龙头”了，它早
已发展成为专注于高端智能装备
的跨国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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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非常
亮眼的表现。

杰瑞华创的高科技静电喷雾
系列消毒设备，作为杰瑞拓展的
新产业之一，在今年2月，就已深
入疫情防控一线，在烟台市疫情
定点隔离医院—烟台奇山医院，
以及烟台毓璜顶医院莱山分院、
文登整骨烟台医院进行使用；杰
瑞华创工作人员也第一时间对医
院的工作人员进行设备使用指
导。目前，杰瑞华创设备已成功
应用于国际机场、汽车站、学校、大
剧院等多种社会场景，为防疫消
杀助力。

“静电喷雾雾滴细小均匀，扩
散距离远，能够全方位附着到目
标物表面，无需二次擦拭。相比
普通喷雾器，可以节省药液50%
以上。”在杰瑞股份展厅内，工作人
员现场做了静电喷雾消毒设备效
果展示，未加静电的喷雾喷洒后
只在展示球体喷洒处呈现出水滴

状，消毒药液顺着展示球体流了
下来，而加了静电效果的喷雾器
喷洒出的雾滴如同自带吸附小雷
达，雾滴均匀完整覆盖展示球的
每个角落，让病毒、细菌无处藏
身。“前段时间，我们在蓬莱机场使
用了这种‘电动消毒车’，一部车就
可以顶七八个人来用，消毒效率
提升了好几倍。”工作人员介绍说。

在环卫领域，杰瑞开创性的
产品“深度清洁车”，刚刚在“市长
杯”和“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接连
摘得金奖。杰瑞工作人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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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吸盘”可不容小觑，它是杰瑞独
创的高负压多级抽吸系统，最大
吸入功率达55000AW，是家用吸
尘器强力模式的300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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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杰瑞深
度清洁车平均值可达99.2%。

该设备在研发过程中，还创
造性地将油气开发才会用到的

“高压流体控制”技术应用到道路
深度清洁，最大作业压力是传统
清扫设备的10倍，通过“高压水

冲洗+高负压回收”的封闭式清洁
作业模式，变扫为吸，变降尘为除
尘，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洗扫模
式。能够瞬间剥离隐藏在道路缝
隙深层的灰尘，真正做到“深度清
洁”。该设备不仅适用于城市道
路清洁，在矿山、建筑工地、码头等
扬尘问题严重的工业级应用场景
中，也能发挥其超强清洁能力和
清洁效率。

在环保产业方面，杰瑞股份
成立的环保集团，形成了工业危
废固废处理、生态环境修复、污水
处理、环保装备制造销售四大核
心业务，开展重金属污染土壤固
化稳定化技术及土壤修复一体机
装备等11项新技术研究及成套装
备开发，荣获“山东省循环经济创
新成果奖”。真正实现用技术和
科技力量，“做泥土水环境工匠，还
世界本来的模样”。

创新永无止境。未来，杰瑞
股份将牢牢把握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转化的有利契机，凭
借省、市、区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的东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新技
术，不断延伸新产业，实现产业不
断升级，为烟台的高质量发展再
立新功、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