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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妇儿医院微创手术取出异物让孩子转危为安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近日，1 岁的欣欣（化名）两天
不吃不喝、频繁呕吐。在当地诊所按照肠胃炎治疗不
见好转后，父母带着她紧急来到青岛妇女儿童医院，
经治疗情况得到好转。
只要一吃东西，欣欣便会将食物吐出，后来即使
不吃东西也会不停呕吐。当地诊所诊断欣欣患有肠
胃炎，但采取消炎、输液等救治措施后，却始终不见好
转。情急下，父母赶紧带她到青岛妇女儿童医院就
医。接诊专家立即为欣欣进行腹部 B 超等相关检查，
结果显示患儿肠道梗阻，可能存在异物。此时，欣欣
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甚至出现脱水症状，小儿普外科
团队决定立即进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探查。手术团队
经过患儿肚脐置入摄像头探查，果然在距离回盲部
20cm 处的小肠发现阻塞物，
“ 罪魁祸首”竟是一枚直
径近 4cm 的“水宝宝”，将“水宝宝”取出后的次日，欣
欣便能排气排便，也能正常吃东西了。

五颜六色、晶莹剔透，放在水里浸泡后直径可达 4 至 5
厘米，极受小朋友的欢迎。小朋友误食后，
“ 水宝宝”
在肠道内逐渐吸水膨大，最终堵塞小肠引起梗阻。
青岛妇女儿童医院专家提醒：家长应提高安全意
识，教育孩子远离危险物品。如孩子出现腹胀、腹痛、
呕吐、停止排气排便等异常表现，应及时到院就诊，尽
早查明病情。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从患儿体内取出的膨胀“水宝宝”。
欣欣父母反复回想才想起，不久前，哥哥带着欣
欣到邻居家玩耍，可能是把“水宝宝”当成“糖豆”吃了
下去，
“ 水宝宝”在体内遇水膨胀，造成了肠道阻塞。
原来，
“ 水宝宝”又称水精灵、海绵宝宝、海洋宝宝，是
胶丸大小的彩色小珠子，成分主要为吸水性树脂和工
业色素，还含有丙烯腈和丙烯酸酯等有毒物质。因其

■温馨提示

宝宝常误吞的危险物品

1. 化学制剂。如洁厕剂、消毒液、管道疏通剂等
强酸或强碱性化学腐蚀剂。
2. 金属异物。如电池、硬币、磁力珠等。
3. 尖锐异物。如鱼刺、枣核、钉子、回形针等。
4.块状食物。如小块水果、
果冻、
饭团或整个饺子等。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纪晓龙做客民生在线

“自贸全链帮”为企业提供开办全生命周期免费服务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23 日下午，山东自贸试验区
青岛片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纪晓龙做客民生在
线，围绕“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主题与网民在线交流。
纪晓龙介绍，2019 年 8 月批复设立以来，青岛自
贸片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在 2022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估
中，青岛自贸片区获评“2022 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环境

建设标杆园区”。下一步，青岛自贸片区将围绕党的
二十大报告关于“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等要求，全面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
战略。突出“一条主线”，打造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增
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聚焦“三大
方向”，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再形成一批有重要突破
的制度创新成果；进一步聚焦航运贸易金融融合创
新，壮大海洋经济，巩固大宗商品进出口，发展新型易
货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态；进一步聚焦先进制造业
发展，建设集成电路、基因技术、智能制造专业园区，
打造实体经济产业集群。
不少网友对企业落户、人才引进等政策十分关
心。纪晓龙表示，片区在产业投资、贸易便利化、促进
航运贸易金融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制定了相应支持政
策，
“自贸全链帮”为企业提供开办全生命周期免费服
务。今年片区出台《关于加快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车体太脏？
“请”驾驶员现场擦洗干净

我市开展全域建筑垃圾联合执法集中行动 立案处罚 110 余辆车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为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
及市容环境卫生保障，助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整治建筑垃圾运输车体不洁、超量装载、撒漏扬尘乱
象，自 11 月 16 日至 20 日，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市公安交
警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开
展了全市建筑垃圾运输联合执法集中行动。各区
（市）联合执法队伍全天候 24 小时严守重点路段，轮班
上阵，全覆盖、高强度、跨昼夜，进行执法检查，严厉打
击建筑垃圾违规排放及运输行为。据悉，本次集中行
动共检查车辆 630 余车次，现场擦洗整改 130 余车次，
各部门立案处罚 110 余辆，其中治理超限超载检测站
扣押 30 余辆。全市建筑垃圾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进
一步提高了对“三净一好”
（车轮净、车身净、车牌净、
密闭好）标准的深刻认识，行业自律性明显改观。

创新：一边教育处罚 一边现场整改
“篷布遮挡严实，能有效减少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的渣土撒漏问题，从而降低扬尘污染，保持城市道路
干净整洁。”执法现场，执法人员一边耐心地说明问
题，一边指导司机对车辆进行现场清洁，彻底消除扬
尘污染隐患。
与以往联合执法不同的是，本次各联合执法点位
均配备了胶棉拖把、车刷、抹布、水桶等工具，发现车
体不净、车牌不清车辆，执法人员在教育、处罚的同
时，责令驾驶人员现场进行刷洗擦拭。其中崂山区对
于外观标识、放大号缺损车辆，现场要求进行重新喷
涂整改，严格做到“不教育到位不放行、不清理到位不
放行、不落实处罚不放行”。
在坚持教育整改的同时，
对严重违规行为
“零容忍”
。
11月20日晚8时，
市、
区两级联合执法队伍在市北区杭州
支路发现一起严重渣土撒漏事故，
渣土余泥碾压污染道路
近百米。执法人员立即展开调查，
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视频、
筛查车辆轨迹等手段迅速锁定了肇事企业及车辆，
责令其
清理冲洗污染路面，
并启动立案查处程序。

建筑垃圾运输联合执法集中行动现场。
建筑垃圾运输联合执法集中行动现场
。

目标：聚焦源头治理 既“治标”又治本
11 月 19 日，根据违规车辆轨迹回溯，联合执法队
伍冒雨来到市北区杭鞍高架二期工程、市南区福宁园
二期工程两处项目现场，两处项目均未取得建筑垃圾
排放许可，存在无证排放、冲洗不到位、渣土超量装载
等问题，车辆驶出工地后撒漏污染路面情况突出。
“在未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手续之前，严禁外运渣
土，同时针对我们发现并取证的建筑垃圾违规外运行
为，到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接受调查处理。”市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市容环卫执法大队大队长张耀军对项目
负责人现场提出了整改要求。联合执法队伍指导 20
余辆渣土车当场将已装载渣土卸回原处，冲洗后驶出
工地。
“ 严管项目源头，将问题遏制解决在萌芽阶段，
起到‘精准打击一个点，避免问题扩成片’的事半功倍
成效，这也是今后我们工作的主要方向。”市环境卫生
发展中心副主任崔建宝表示。
下一步，全市联合执法将以“大范围营造声势、小
切口精准打击、区域性突击联动”等方式持续开展，全
力遏制建筑垃圾运输撒漏扬尘污染隐患。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董真 通讯员
臧传龙 姜文秀）

验区青岛片区人才集聚高地建设的若干措施》，包含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推动人才平台建设、发挥用人主
体作用、放大市场配置功能、加强人才服务保障等 5
个方面 19 条措施，贯穿引、育、用、留等人才发展全链
条。
有网友询问自贸区有无电商创业基地，纪晓龙表
示，今年 10 月青岛自贸片区已启动国际贸易孵化基
地，中小型国际贸易、跨境电商企业可进入孵化。此
外，片区具有非常完善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建有非盈
利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提供一站式全方位
业务指导服务及系统通关保障。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王凯）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网谈单位：青岛市体育局
网谈时间：11 月 24 日（周四）14：30-16：00

黄岛车管所有个
“办不成事”窗口

近一年时间内办成了 110 余笔疑难业务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23 日，记者从公安交警部门
了解到，黄岛交警车管所今年设置了一个“办不成
事”窗口，专门为群众和企业“兜底”，解决各种业务
中的“疑难杂症”。
近期，张先生刚刚购置了一辆新车，由于购车发
票中的增值税部分有异常，觉得还要再跑一趟。张
先生正在叹气时，被在“办不成事”窗口值班的车管
所副所长高丽杰发现。高丽杰询问后，立即对接税
务部门核实相关情况，及时为张先生办理了机动车
注册业务。当业务办完后，已过了下班时间。张先
生十分感动，之后专门制作了锦旗答谢。
记者从黄岛交警大队了解到，为全面提升群众
办理车管业务服务效能，黄岛交警车管所今年 1 月
在业务大厅增设了“办不成事”窗口，专门解决群众
在业务办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黄岛交警车管所所
长李明花介绍说，车管所业务涉及种类多、所需材料
各有不同，对业务办理所需材料是否齐全、合规，由
于缺少清晰的指导，往往导致群众来回补材料、多走
冤 枉 路 。 这 个“ 办 不 成 事 ”窗 口 旨 在 聚 焦“ 急 难 愁
盼”，及时解决群众、企业车驾管服务事项办理过程
中遇到的“疑难杂症”，让大家“办不成的事”
“不好办
的事”有地方找、有人管、有人帮，切实增强群众办事
便捷度、满意度。除此之外，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
的不热情、不顺利、不便利等服务不到位问题，在这
个窗口都可以一帮到底。
“办不成事”窗口虽小，解决的却是群众、企业眼
中的大事。群众反映的问题能直接解决的，窗口现
场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相对复杂，需统筹协调解决
的，由车管所向相关部门转办形成办理意见后，及时
向反映人反馈。据介绍，
“办不成事”窗口设立以来，
以耐心、优质的服务，累计答复群众超过 20 万人次，
办理业务超过 3 万笔，其中疑难业务 110 多笔，没有
任 何 投 诉 。 （观 海 新 闻/青 岛 晚 报 记 者 刘 卓 毅
通讯员 冯希军 杨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