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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5月4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
全市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分析会议，副省长、市委书记傅
明先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郑德雁讲话，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朱秀香、市政协主席于
永信出席，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江山和市委常委、副市长，
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牟
树青分别汇报有关情况。

傅明先指出，今年以来，面
对经济下行、疫情反复、外部环
境发生超预期变化等冲击影
响，各级各部门勇于担当、敢打
善拼，快速高效防控本土疫情，
精准精细抓好经济运行，奋力
实现了首季“开门稳”。事实充
分证明，千难万难、干就不难。
当前，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市
上下要切实增强危机意识、机
遇意识、担当意识，知重负重、
苦干实干，坚决贯彻中央“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高效统筹发展
和安全，紧紧抓住用好扩内需、
补短板、新基建等重大政策机
遇，逆势发力、化危为机，努力
在变局中率先破局、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

傅明先强调，要严谨细致
抓好疫情防控，深入落实省委、
省政府“5+1”“4+3”“精准+兜
底”等要求，注重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总结复盘、重点人群管控、重点
场所管理、基础能力保障、数字
防疫体系建设等，广泛宣传发
动群众，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要千方百计稳住经济基本
盘，全力振兴县域经济，加快补
齐县城基础设施短板，着力培
育特色园区产业优势；加力推
进重点项目建设，坚持“快”字
当头，创新招数打法，做到压茬
推进、并联推进，形成更多实物
工作量；强力抓好“双招双引”，
树牢“项目为王”意识，抓实“招

商引资突破年”活动，实打实引
进更多含金量高的大项目好项
目；聚力做好“三争”工作，超前
研究谋划，靠上对接争取；倾力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做实服务
企业专员制度，“一业一策”“一
企一策”破解难题。要守住守
牢“一排底线”，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狠抓安全生产、
生态环保、防火防汛、建筑施
工、食药安全、社会治安、脱贫
攻坚等底线工作，切实维护社
会大局和谐安宁。

郑德雁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基
础上，聚焦释放有效需求，进一
步加大投资力度、开展“七网”
行动、促进消费升级；聚焦培育
市场主体，抓好延链补链、涉企
服务、升规纳统；聚焦加快动能
转换，做好重大事项谋划、新经
济培育、平台建设、人才引进、
外资外贸等工作，全力完成既
定目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张苹）昨日，记者从烟台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2022年
5月3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1例（招远市），系
在集中隔离点发现；无新增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当日，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1 例。当
日，无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
察16例。截至5月3日24时，
全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6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67例；现
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

为深入贯彻“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进一步落实“四早”要
求，有效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传播风险，山东省委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各类场所和聚集性活动
核酸检测证明查验工作的紧急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
自5月5日起，对进入各类场所
和参加聚集性活动的人员，全
部进行核酸检测证明查验。

《通知》要求，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单位、文
化娱乐、旅游景点、体育健身、
商务楼宇、商场超市、宾馆酒
店、餐饮饭店、农贸市场和药店
等公共场所，学校和托幼机构、
养老服务机构、各类企业、居民
小区、建筑工地等场所，以及交
通场站、交通站点和公共交通
工具等，按照“谁管理、谁负责”
原则，在落实测温、验码等防疫
措施的同时，查验进入人员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医疗
机构对所有就诊人员，在落实
测温、验码等防疫措施的同时，
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对于急危重症患者，要
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在提前
设置好的缓冲区域及时救治，
同时对患者进行核酸检测，不
得以无核酸检测结果等为由拒
诊；会议培训、文艺演出、体育
赛事、团队旅游等聚集性活动，
按照“谁组织、谁负责”原则，由
组织方在落实测温、验码等防
疫措施的同时，查验参加人员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通知》指出，核酸检测证
明一般通过场所码进行查验。
对未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
人群，可以通过查验纸质核酸

检验报告等方式进行。场所码
查验以核酸检测时间为准，纸
质报告以报告时间为准。《通
知》还要求，自5月4日起，核酸
检测对所有人员免费，所需费
用由财政资金和医保基金共同
负担，其中，发热门诊(哨点)患
者、住院患者核酸检测费用由
医保基金按原规定支付，其余
费用由财政负担。

《通知》要求，各地以县
(市、区)为主体，社区(村居)为
单位，加密优化核酸采样点布
局，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在农
村地区，可设置定时采样点，
公布采样地点、时间、预约方
式和电话，为有需求的居民提
供定时定点采样服务。各县
(市、区)要统一制订工作方案，
做好采样点人员配置和培训、
物资采购和储备、送(取)样车
辆和检测机构安排、医疗废物
处理等工作，确保工作质量，
提升服务效率。各市应进一
步加强核酸检测及数据上传
工作，确保5月5日起实现8小
时内出具检测结果并上传至
省核酸检测信息系统，满足核
酸检测核验要求。

我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今起加强各类场所和聚集性活动核酸检测证明查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记者
从烟台公交集团获悉，即日
起，使用微信乘坐公交车时，
展示健康码、行程码的页面发
生变化，为提高乘车速度，市
民在乘车时可提前通过扫描
场所码或直接截屏健康码的
方式快速展示“7日内核酸检

测”情况以及“14日内有无到
访过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的提示。

烟台公交集团提醒广大乘
客，“14日内有无到访过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提示，需
要提前核验后展示；无智能手
机群体仍需提前打印“健康码
出示”页面，同框显示“7日内核

酸检测”情况以及“14日内有
无到访过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
市”的提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洁 通讯员 旅宣）“五一”假期，
文旅市场逐步回暖，市文旅系统在
科学精准有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以“两节一季两游”系列重
大文旅活动为引领，推出6大系列
百余项文旅活动，全市文化和旅游
市场运行安全有序，实现了“限量、安
全、有序、文明”的假日工作目标。

假日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文化
展馆共举办“风华正茂——2022
烟台市青年艺术家提名展”等各
类展览及活动10余场。莱州大基
山景区非遗文化交流、技艺展示、
产品促销等活动及国家级非遗项

目——蓝关戏专场演出等活动特
色鲜明、精彩纷呈。

云端服务提供文化大餐。节
日期间，烟台文旅云平台总访问量
达202864人次。市文化艺术中心
等院团、场馆推出吕剧《社区书记》
等优秀剧目线上展播活动。全市
各大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
馆等共推出“于志刚画作展”等20
多项线上展览。“云端学艺术”公益
艺术小课堂、美育微课堂开设了美
术绘画、赏析课程，节日期间千余
人参与了网课学习。形式多样的
线上服务，让市民足不出户享受文
化大餐。

20余万人次“云”端游烟台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5月3日，福山区教体局
发布复学复课提醒，根据市教育
局部署安排，结合全区疫情防控
实际，福山区分批次复学复课时
间定于：5月5日（星期四）：高中
非毕业年级、中职学校、初中学校
复学复课，普通高中高三年级、中
职高考班同步解除全封闭管理；5
月9日（星期一）：小学复学复课；
5月11日（星期三）:幼儿园复学
复课；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复课时
间根据实际研判另行通知。

给全体师生员工、家长朋友
发出一份温馨提醒：为全面保障
孩子顺利返回校园，请您务必注
意以下几点：1.师生员工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或疑似病例的，被集中隔离、居
家隔离和居家健康监测的，以及
仍身处疫情防控封控区、管控区
的，暂不返校；

2.有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或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疑似病例等接触史以及进

行过医学观察的，须由医学观察
管理单位开具《解除隔离观察通
知书》，报学校批准后再返校；

3.有发热、干咳、乏力等异常
症状的，暂不返校；经定点医疗
机构诊断排除新冠肺炎，由医院
提供诊断证明，症状消失（发热
患者症状消失48小时后，呕吐腹
泻患者症状消失72小时后）、身
体痊愈再返校，严禁带病返校。

4.返校时学校将查验师生员
工及其共同生活居住人48小时
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您和
您的家人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5.开学后，学校将全面评估
学生居家学习成效，做好教情学
情诊断分析。请家长们引导孩
子及时调整心态，做好线下教学
准备。同时，请进一步强化家校
联系，及时向学校反映学生情
况，配合学校做好开学复课的各
项工作。

6.复课后，请家长积极配合学
校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全面保
障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福山区发布复学复课通知
5月5日—11日分批次复课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为全面做好莱山区学校
（含幼儿园，下同）复学复课工作，昨
日，莱山区发布5月份学校复学方
案，学校复学复课时间安排：莱山区
学校拟分三批次陆续复学复课：分
别是5月5日、5月9日、5月11日。

第一批次时间为5月5日
（星期四）开始，莱山一中、双语高
中、烟台一职、8所初中在准备工
作充分、通过复学核验的前提下，
可以复学复课；普通高中高三年
级、中职同步解除全封闭管理。

第二批次时间为 5 月 9 日
（星期一）开始，各小学在准备工
作充分、通过复学核验的前提下，
可以复学复课。

第三批次时间为5月11日
（星期三）开始，各幼儿园在准备
工作充分、通过复学核验的前提
下，可以复学复课。

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复课时间
由莱山区指挥部根据全区实际研
判确定，另行通知。

按照省里要求，高校(高职高
专)要尽快全面恢复线下正常教
学，具体时间不搞一刀切，由各高
校结合各自实际，与莱山区指挥部
研究确定。

返校复学或解除全封闭管理
的学校(幼儿园)均严格实行校园
相对封闭管理。

学生入校后连续3天进行3
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复学
第4天起学生（不含重点人群子
女）每日按照50%的比例轮检，
每两天覆盖所有学生，重点人群
子女每天检测；教职员工（含外包
服务人员）每天1次核酸检测；学
校每天对环境进行采样检测，采
样点要覆盖到师生日常接触的所
有场所和重点部位。

莱山区分三批次陆续复学复课
时间：5月5日、9日、11日

今起市民乘车展示健康码行程码有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