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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公安机关夏夜治安巡

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部署，近日，即

墨公安分局全警动员、尽锐出战，结

合夏季社会治安规律和夜间违法犯

罪特点，在全区范围内连续组织三

次集中行动，加强重点部位、场所治

安巡查宣防力度，及时打击查处现

行违法犯罪活动，有效防范清除面

上安全风险隐患，切实提升人民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

期 间 ，共 出 动 警 力

2100人次，警车390辆

次 ，清 查 各 类 场 所

3700余处，发现整改

安全隐患65处，发放

宣传材料3万余份，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61人，查处酒驾

24起。

　　重点部位巡查，

震慑违法犯罪。针对商圈、夜市等夜

间人员密集场所，在严格落实社会面

巡逻防控高等级勤务的基础上，强化

显性用警，最大限度组织警力、发动

群防群治力量，持续开展“见警察、见

警灯、见警车”行动，着力营造守护身

边安全的良好氛围。

　　重点场所清查，清除安全隐患。

对歌舞厅、酒吧等娱乐服务场所，以

及“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镇街驻地

及周边等重点区域，采用“突击式”

“地毯式”“拉网式”清查活动，查处一

批违法违规行业场所、清除一批治安

死角盲区，查处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

罪行为。

　　重 点 路 段 临 查 ，提 升 管 控 效

能。结合夏季酒驾、醉驾违法犯罪

规律特点，科学设置执勤点位，加大

警力和装备投入，严查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行为。加强夜间过站“人车

物”安全检查，及时查控在逃人员和

违禁物品。

　　安全防范宣传，提升防范能力。

深入社区活动中心、公园等群众夜间

纳凉避暑场所，以群众“看得见、容易

懂、记得住”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宣

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守法自觉和自

我保护意识。

（孙仁强）

　　7月25日，永昌实业集团在永昌大厦

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捐款仪式，集团及

辖属各分(子)公司、各部门广大员工积极

参与，踊跃捐款共计15万元。

　　“慈善一日捐”活动是永昌实业积极响

应区委、区政府号召，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努力践行“实业报国，造福社

会”宗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救助事业的一

次集体行动。广大员工积极响应，踊跃参

加，纷纷奉献爱心，充分展现了永昌实业及

员工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奉献爱心的精神

风貌和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近年来，永昌实业集团积极参与各类

慈善活动，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奖励，荣获即

墨区“尊老敬老”先进单位及首届即墨慈善

奖“最具爱心企业”、青岛市“最具爱心捐赠

青岛慈善奖”“青岛十大敬老企业明星”“大

爱青岛慈善楷模”、全国“推动中国公益发

展贡献集体”等称号。 (姜治普)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限值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1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 

2 耐热大肠菌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 

3 大肠埃希氏菌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合格 

4 菌落总数 CFU/mL ≤100 未检出 合格 

5 砷 mg /L ≤0.01 ＜0.0005 合格 

6 镉 mg /L ≤0.005 ＜0.00005 合格 

7 铬（六价） mg /L ≤0.05 0.005 合格 

8 铅 mg /L ≤0.01 ＜0.0005 合格 

9 汞 mg /L ≤0.001 ＜0.00005 合格 

10 硒 mg /L ≤0.01 ＜0.0005 合格 

11 氰化物 mg /L ≤0.05 ＜0.002 合格 

12 氟化物 mg /L ≤1.0 0.68 合格 

13 硝酸盐氮 mg /L ≤10 2.48 合格 

14 三氯甲烷 ug /L ≤60 32.6 合格 

15 四氯化碳 ug /L ≤2 1.67 合格 

16 亚氯酸盐 mg /L ≤0.7 0.38 合格 

17 氯酸盐 mg /L ≤0.7 0.33 合格 

18 色度 度 ≤15 ＜5 合格 

19 浑浊度 NTU ≤1 0.39 合格 

20 臭和味 级 无异臭、异味 0 合格 

21 肉眼可见物  无 无 合格 

22 pH 值 pH 单位 6.5—8.5 7.83 合格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限值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23 铝 mg /L ≤0.2 0.018 合格 

24 铁 mg /L ≤0.3 ＜0.05 合格 

25 锰 mg /L ≤0.1 ＜0.05 合格 

26 铜 mg /L ≤1.0 ＜0.05 合格 

27 锌 mg /L ≤1.0 ＜0.05 合格 

28 氯化物 mg /L ≤250 115 合格 

29 硫酸盐 mg /L ≤250 122 合格 

30 溶解性总固体 mg /L ≤1000 558 合格 

31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 /L ≤450 200 合格 

32 耗氧量 mg /L ≤3 1.92 合格 

33 挥发酚（以苯酚计） mg /L ≤0.002 ＜0.002 合格 

34 氨氮 mg /L ≤0.5 ＜0.02 合格 

35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mg /L ≤0.3 ＜0.05 合格 

36 总α放射性 Bq/L ≤0.5 ＜0.016 合格 

37 总β放射性 Bq/L ≤1 0.116 合格 

38 游离余氯 mg /L 
接触 30min 后

0.3-4 
0.62 合格 

39 一氯胺（总氯） mg /L 
接触 120min 后

0.5-3 
1.12 合格 

40 亚硝酸盐氮 mg /L ≤1.0 0.002 合格 

41 甲醛 mg /L ≤0.9 ＜0.05 合格 

42 溴酸盐 mg /L ≤0.01 ＜0.005 合格 

以下空白      

                                                                    取样日期 ：2022.7.15 

 

 

 

即墨区自来水公司市北水厂出厂水42项常规指标检测报告（7月）

守护夏夜平安
　——— 即墨警方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永昌实业开展
“慈善一日捐”活动

　　7月24日，我区第

六届“时尚青岛·悦享

即墨”全民阅读活动

“墨墨”悦读课堂第二

期开课。课堂上通过

阅读红色经典书籍《雷

锋的故事》和以“顽皮

的豆子”为主题的文学

创作，引导学生观察、

记录游戏过程并联系

生活实际，展开合理想

象，进行文学创作。

(唐春育)

  近日，市民邹先生驾驶二轮摩托车沿

S213由南向北直行，被一辆轿车刮碰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邹先生受伤严重，需要立即

抢救治疗。事故民警了解到，在本次事故

中，双方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都无力承担，

为不耽误伤者的救治，即墨交警大队办案

民警积极沟通道路救助基金中心，坚持以

人为本的原则，及时帮助邹先生垫付了抢

救费用。经过警医快速有效联动，使伤情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邹先生及家人对办案

民警及救助中心感激万分。

  交通事故不仅造成了无数家庭的破碎，

还会给本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无形之中

增加了伤者的心理和经济压力。随着道路救

助基金的推行，使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在困境

中点燃了希望。

  在此，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驾

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一定注意观察，减速慢

行，提高警惕，驾驶两轮摩托车一定佩戴

安全头盔。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务必

提高交通安全防范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

律法规。 (华敬方 黄谦益)

车祸双方均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
道路救助基金帮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