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老爷子的关节活动度
略有好转，咱家属还是要继续帮
助他进行关节被动活动，这样有
利于老爷子的肢体能力恢复。”昨
日上午8点半，家住芝罘区的陈
大爷正在接受长护服务，护士一
边为陈大爷测量血压，一边继续
指导陈大爷老伴关于失能人员关
节被动活动的相关技巧。

长期护理保险是为长期失能
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
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和资金
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烟台市长
期护理保险实施以来，以解决重
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为
导向，有效缓解失能人员家庭负
担，切实降低护理费用支出，为应
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医疗保障体

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老伴因为脑梗死导致卧

床不起，定点机构的护士和护理
员每周都会结伴上门服务，给老
伴测测血糖、量量血压，指导我们
给老伴做好口腔护理。护理员会
帮忙洗发、理发，指导我们给老伴
活动关节，教我们怎样预防压疮，
每次来都是忙忙活活一个多小
时。经过他们的服务和指导，老
伴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也
减轻了我们的压力，我们全家对
这项服务感到十分满意。”陈大爷
家属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带来的
便捷服务赞不绝口。

今年8月份，陈大爷因患脑
梗死经过定点医护机构及商保经
办机构双重评定，确定为失能人

员，列入长护保险保障对象，由
定点医护机构的医师、护士、护
理员组建服务队伍定期上门服
务，其中医师每月上门进行巡诊
4次，主要负责了解失能人员的
病情变化，并根据情况指导其用
药等；护士每月上门8次，累计
服务时长根据失能等级不同可
达8-12小时，可对失能人员提
供生命体征检测、测量血糖等医
疗护理服务，尤其是更换鼻饲
管、尿管以及对造瘘管的护理，
为重度失能人员家庭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家属反映以往带老
人去医院更换鼻饲管、尿管时，
由于老人行动不便，上下楼一般
都要花费不少的费用雇佣相关
专业人士来帮忙，并且相关换管

服务费用也是不小的开支。自
从有了长护保险，正规医护机构
的专业护士上门服务，极大地减
轻了家属的负担。护理员每月
上门8次，累计服务时长达8小
时，可对失能人员提供洗发、理
发、擦浴，指导协助家属对失能
人员进行康复训练，包括帮助失
能人员被动地进行关节活动，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帮助失能人
员开展站立训练、行走训练等，
同时指导家属掌握各项生活照
料技能，包括如何预防压疮、指
导失能人员翻身训练及叩背排
痰等。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切
实解决了失能人员家庭的事务
性负担。

烟台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目前全市共
计有118家职工长期护理保险
定点医护机构，全市长护保险服
务医师共计 618 人，护士 923
人，康复治疗师、康复技师共计
28人，护理员1000余人，累计
为全市约7500名失能人员提供
长护服务，基金累计支付高达
14003.57万元。居民职工长期
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已在长岛开
展，基金累计支付已达120余万
元。下一步，我市将逐步完善服
务体系，持续强化服务能力，释
放政策红利，争取早日将居民长
期护理保险全市推广，发挥最大
惠民效应，实现老有所养、病有
所护，不断增强烟台市民在共建
共享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让失能人员不失保障
烟台长护保险解决失能养老难题

本报讯（通讯员 宁欢 摄
影报道）10月 11日下午，蓬莱
公路中心召开思想教育整顿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传达了烟
台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思想
教育整顿工作会议精神，制定
下发了《中共烟台市蓬莱公路
建设养护中心委员会思想教
育整顿工作实施方案》，并结
合当前的公路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会议要求广大干部职工根

据本次会议精神和《实施方案》
要求，全中心上下要形成“一盘
棋”的思想，以“最高标准、最高
质量、最严要求”压实工作责
任，不打折扣推进各项工作，确
保思想教育整顿取得明显成
效，扎实推进公路事业各项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苗春雷 信召红 通讯员 聂
英杰 林宏岩）10月12日，《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在昆明以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举行。烟台生物多
样性保护情况如何？昨日，记者
从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长岛综合试验区获悉，胶东仅存
的狗獾种群数量稳步提升，野生
梅花鹿在野外监测中被重新发
现，东亚江豚、斑海豹等濒危生
物频繁群游……这些可喜变化
源自烟台市持续加大生物多样
性保护恢复力度，全社会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参
与度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稳定
性明显增强。

昆嵛山是“胶东绿肺”“城
市后花园”。暖温带三面环海
的地理特征发育形成了独特的
生态系统，产生了极高的生态
地位和巨大的保护价值。在暖
温带，昆嵛山是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的地区之一，记录有野生
动植物2523种，其中国家Ⅰ、Ⅱ
级重点保护动植物 56种，模式
动植物 12种，是不可多得的自
然生态博物馆和珍贵物种基因
库。近年来，胶东仅存的狗獾
种群数量稳步提升，珍贵野生
中药材灵芝、天麻等数量逐年
增多，消失多年的原生河蟹等
湿地生物重现河道，野生梅花
鹿在野外监测中被重新发现。

多年来，昆嵛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创新建立破解生态保

护与发展矛盾的“昆嵛山模
式”。构建社区共管制度，将昆
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外
的 20 平方公里保护带、36 个
村、1.2 万人纳入重点保护范
围，鼓励当地群众参与保护。
创新考核体制机制，将“严格保
护”作为最核心任务和最大政
绩，主要考核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建设管理、森林防火、林业有
害生物防控等生态指标。严厉
打击乱采滥挖、盗捕盗猎、乱砍
滥伐等违法行为，提出禁捕所
有陆生、水生、野生物种要求。

研究表明，昆嵛山森林生
态系统每年在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释放氧气、固化二氧化
碳、分解二氧化硫、滞留大气尘
埃、科学研究等七大生态服务
功能上所创造的直接生态价值
在 12亿元以上，其在森林生态
系统自然演替规律研究和物种
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保护中创
造的价值巨大且难以估量。

长岛是黄渤海区域最重
要、最独特、最精华、最富集的地
域，也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温带
海洋海岛复合生态系统，生态系
统完整性和原真性显著。这里
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海陆空都
有国家重点保护物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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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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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獾多了，野生梅花鹿重现
这些可喜变化源自烟台市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力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官静 万栋平 张宁
姜楠楠）近日，我市印发《关于推进

“标准地”改革的实施方案》，要求
在“四园两区”及省级以上经济（技
术）开发区（园区）、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等重点区域内率先实施工
业项目“标准地”制度，并探索向
其他投资项目延伸推广，加强“标
准地”出让和使用全程管理。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获悉，截至目前，烟台12个区市均
出台了“标准地”改革实施方案。

“标准地”改革全面提升
审批效率项目品质

何为“标准地”出让？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标准地”是将拟出让建设用地的
建筑容积率、亩均税收、固定资产
投资强度、亩均产值、单位增加值
能耗、单位排放增加值以及研发
经费支出占比的七项控制性指标
及违约责任予以明确，建设用地
带着“标准化”指标出让。企业在
竞得土地使用权后通过“标准地”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可尽快取得
施工许可，实施“标准地”项目建
设、竣工验收、达产履约认定核查
机制，建立全覆盖、全过程的联动
协同监管体系。

“近年来，省、市两级加快推
进‘标准地’改革，充分发挥土地
资源效益，取得了积极进展。”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市
土地储备和利用中心主任汪光祖
表示，“‘标准地’改革是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优
化产业项目，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最终目的是推进高质量发展。”

实行“标准地”改革的优点显
而易见，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

“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的推动
下，烟台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各
地行政审批效率大大提高，但与
企业的要求还有差距。“标准地”

的做法将大部分投资指标“标准
化”且前置，有助于推动项目“拿
地即开工”，极大提高了工业企业
投资项目拿地后的行政审批效
率。这一模式将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亩均税收等提前设置好，投资
者必须量力而行，严格按“标准”
创造效益，有助于新旧动能转换
对项目的筛选，有利于营造更加
公平、有序的土地市场环境。

土地带方案出让
“拿地即开工”再提速
今年 7月，“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正式增加“标准地”推介模块，
相关区市录入“标准地”地块的准
入指标、所在地块基础信息等，方
便企业提前在线“选地”，做出投资
决策。从2021年起，全市范围内工
业用地全面实行“标准地”出让，截
至目前，已出让“标准地”40宗，面
积297公顷。

今年 6月，烟台开发区“标准
地”A-24地块成功挂牌出让。该
地块面积为43338.5平方米，由烟
台卡贝欧换热器有限公司竞得，
用于通用设备制造行业。据悉，
该企业是国际招商产业园引进的
德资企业，该企业的引入对烟台
通用设备制造行业的发展起到了
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记者了解
到，该地块在完成区域评估的基
础上，由招商局出具“标准地”控
制指标体系，明确其固定资产投
资强度、建筑容积率、单位增加值
能耗、亩均产值、亩均税收、研发经
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单位
排放增加值，将以上核心指标纳入
到投资协议及出让文件中。值得
一提的是，这宗“标准地”在完成区
域评估的基础上，在企业拿地前，
就由意向企业对接规划部门完成
了规划方案预审等前置条件，加入
控制指标体系、带着方案出让土
地，不但节省了企业大量时间，也
实现了“拿地即开工”。

重点区域全面实施工业项目“标准地”制度
12个区市均出台“标准地”改革实施方案

生物多样性看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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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教育引领 蓬莱公路中心扎实推进公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