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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宋彤彤）今年6月是第21个全国“安
全生产月”，区工信局积极响应号召，制
定《芝罘区工信局2022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方案》，扎实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
活动，确保取得实效。

根据上级安排部署，区工信局组织
分管领域企业和部门领导干部观看“安
全是一把手工程”云课堂直播，推动企业
主要负责人落实好安全生产第一责任，
推进部门领导干部落实好“一岗双责”，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云课堂直播由山东省安全生产专家
主讲，重点围绕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安
全生产职责要求、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等方面进行授课，讲授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观看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对第一责任人和企业主体责任有更
深的理解和认识，深刻意识到要以坚决
态度守住“安全底线”，用最硬措施强化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发展和安全同推进。

区工信局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张敏 摄影报道）今年以来，
芝罘医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活动，牢固树立“培训不到位
就是重大安全隐患”的意识，压实
安全培训主体责任，全面推进“大
安全”防控体系建设。近日，组织
开展规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会，不
断提升全院职工安全生产意识，营
造安全、文明、舒适的医疗环境，打
造百姓信赖的平安医院。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LED屏、
电子彩屏、微信公众号等加强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浓厚的安
全生产工作氛围，医院党委会、院
长办公会、院周会等会议上，“逢会
必讲安全生产”，引导全院职工绷
紧安全生产弦。

严格落实开工“第一课”。牢
固树立“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讲安
全、抓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开工

“第一课”要求，医院主要负责人走
上讲台宣讲安全生产知识、分析安
全生产形势、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安排部署安全工作。1月4日，召
开元旦“开工第一课”安全生产专
题会议，观看《安全生产 重于泰

山》警示教育视频，提醒广大职工
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工作措施，加
强安全管理；2月7日，召开院党委
会议，对春节开工后的安全生产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观看《生命至上
警钟长鸣》安全生产警示教育视
频，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医院各班
子成员按分工抓好部署，各行政管
理后勤科室做好相关领域安全管
理工作；5月6日，组织召开院党委
会议，研究部署“五一”节后安全生
产工作，观看《安全生产 从我做
起》警示教育视频，全院各科室督
导职工积极参加应急演练和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接受警示教育，做
到严防麻痹大意，常抓不懈，警钟
长鸣。开工第一课培训范围涵盖
医院全体员工以及在院工作的物
业、陪护等第三方工作人员，培训
率达到100%。

加强日常教育培训。芝罘医
院安全生产办公室分层次、分类
别、分岗位制定全年培训计划，落
实工作目标及要求；在全院开展

“大学习、大培训、大考试”专项行
动，推行主要负责人每月一授课、
科室主任每周一授课、科室每天班

前会一培训等“三个一”培训制度
和安全生产“晨会”制度。截至目
前，已组织院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8次，累计培训人数3252人。按照

“一期一档、一人一档”要求，建立
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情况。

强化知识技能考试。组织干
部职工610人参加烟台应急管理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线上测试；
组织干部职工613人参加芝罘应急
管理《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线上

测试，进一步筑牢全员安全生产思
想防线。

下步，芝罘医院将进一步强化
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全面深入排查
整治重点区域、关键环节以及各科
室，对存在的问题隐患及时落实整
改，从源头上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扎实推进全院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向好，努力打造安全、稳定、
舒适、有序的就医环境，不断提高
群众就医幸福感和安全感。

强化责任意识 提升管控水平
芝罘医院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营造安全文明、舒适优质医疗服务环境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王琳）眼下正值高校毕业季，大学生
档案流动频繁，区人社局积极完善优化
档案接收和管理职能，为毕业生档案接
收和转递工作做足充分准备。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解答毕业生的
相关问题，确保各个流程环节规范有序、
档案能顺利接收到位。对已收到的邮寄
档案，工作人员仔细确认档案袋及封条
是否完好、是否加盖毕业院校公章，并及
时将档案信息入库登记，便于查询。记
者从人社部门了解到，非师范类烟台籍
毕业生档案须按要求密封完整后，通过
邮政EMS标准快递、邮政机要通信、学
校专人送达方式进行转寄。

区人社局特别提醒，无论是省内学
校还是省外学校，离校未就业芝罘区籍
毕业生档案直接发至芝罘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地址为烟台市芝罘区机场
路 90 号负一楼档案室（电话：0535-
6235243），严禁学生个人携带档案。若
出现我区户籍毕业生在外地落实就业单
位、单位不接收毕业生档案的情况，其档
案也可由学校转寄到区人社局。

毕业生可以登录山东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https://www.sdgxbys.cn/）
查询了解个人档案转寄情况。

区人社局做好
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姜鑫 摄影报道）近期，区卫
计监督所围绕“突破芝罘”工作思
路和理念，联合山东同济测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打造首个卫监领域
专业技术研学实践基地，借助共建
单位科学研究、人才资源和专业实
践等方面优势，努力培养和造就业
务能力强、执法水平高的卫生监督
执法队伍，在卫生监管领域内推行

“精准执法指导＋优质专家服务”，
促进卫生监督执法水平和服务创
新能力不断提升，全力推动我区卫
生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近年来，区卫计监督所持续实
施“卫监青蓝计划”，探索青年人才
培养新模式，内培外引，健全和完
善卫生计生监督员培养体系，不断
提高执法能力和效率，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权益和健康安全。期
间，利用专家讲座、现场教学、专题
研讨、参与疑难案件办理等形式，
开展“技术＋执法”活动1000余场
次，为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提供技术
支撑和专业参考，做到科学执法、
精准执法，行政执法效能显著提
升。在此基础上，区卫计监督所与
党建联盟单位——山东同济测试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展“凝聚
先锋力量 释放红色动能”党建活
动，并举行“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授
牌仪式，打造芝罘卫监首个专业技
术研学实践基地（职业卫生和公共
卫生技术研学）。山东同济测试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7月成立，
拥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
格证书（CATL），具有国内一流的
检验检测软硬实力。先后被评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市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市瞪羚企业、市高层次人才
载体培育单位、市“市级专家服务
基地”，拥有180名中青年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20余个重点领域创新团

队和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建立专业技术研学实践基地，

把山东同济测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人才资源和科学技术优势运用
到卫生监管领域，执法人员能随时
将技术难题通过与实训基地专家
直接沟通交流，得到快速解决。此
外，采取“执法＋专家”机制，带着
专家去执法，检查过程中，充分发
挥专家专业优势，为执法检查提供
有力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进一步
提高监督管理的科学性、权威性。

下步，区卫计监督所将继续以
执法为民、护卫健康为宗旨，把“依
法监督”与“专家解惑”有机结合，
开展“帮教式”执法，为各类市场主
体提供专业咨询和整改指导，做到
执法与服务并重，严格执法的同时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从“要我
做好”到“我要做好、我会做好、我
能做好”转变，大幅提高卫生监督
执法效能，筑牢医疗卫生、公共卫
生的“安全防线”，为群众带去更
多、更广、更公平的健康福祉。

提高监督效能 增强健康福祉
我区打造首个卫监领域专业技术研学实践基地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宋晓菲）为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严肃工作纪律，近日，区民政局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对贯彻落实《关于领导干
部请销假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相
关工作进行再强调、再部署。

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要以集中
学习《通知》活动为契机，从严从实抓好
民政领域工作纪律，强化规矩意识，提高
工作效率，树立起民政系统勤政、务实、
高效的整体形象。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
请销假制度，凡工作时间需要离开岗位
的，不论因公、因私均须按照《通知》要
求，逐级履行外出请销假报告手续，坚决
不允许出现“迟到、早退、脱岗”等情况。
请假人员必须保持通讯联络畅通，随时
关注单位有关情况，确保工作不断档。

同时，局机关纪检委员会要加大对
民政系统工作纪律的监查力度，不定期
抽查领导干部在岗情况，全力抓好干部
作风建设、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区民政局
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元钦）连日来，区住建局深
入住建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坚决查处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行为，及时曝光存在问题隐患突
出的单位和企业，确保住建领域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检查中发现，东南哨旧村改造
地块建设项目的起重设备存在“2#
吊篮2个前支架变形，2台吊篮限位
板缺失、5台大绳防护不到位、2台
限位器损坏，7#楼2台限位器失效、

楼顶3台钢丝绳未防护、1台钢丝绳
绞在一起”等问题，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违反《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相关条款。该项目由
烟台力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建设，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总承
包，烟台田园牧歌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监理，烟台春美建筑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负责起重设备的安装和维
保。区住建局将联合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依法对烟台春美建筑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处罚，对其他参

加单位予以警告。
区属建筑企业烟台富垚建筑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新购买的起重设备
未按要求在首次安装前持相关资料
到区住建局备案即安装使用，违反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相关条款。区住建局将联合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依法对烟台富垚建筑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大东夼居住小区F地块21#-
29#住宅楼、商业及地下车库建设
项目的26#楼塔吊塔帽梢子严重外

窜、开口梢未双面开、起重臂无安
全绳，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违反《建
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相
关条款。该项目由烟台祥泰置业
有限公司建设，烟台明硕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总承包，烟台大学建设监
理公司监理，烟台市明志建筑器材
租赁有限公司负责起重设备的安
装和维保。区住建局将联合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烟台市明志
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进行处罚，
对其他参加单位予以警告。

曝光！3个建设项目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