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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为培训电脑实为黑网吧
奎文工商局暑期取缔两家违法经营网吧

本报 9 月 2 日(记者 赵松
刚 通讯员 周浩)表面上看是
一家电脑培训班，实际上却是
一家暗自向未成年人开放的黑
网吧。 2 日，记者从奎文工商
分局获悉，经过为期 30 多天的
暑期整治黑网吧执法行动，该
局对辖区内 65 户网吧进行突击
检查，查处取缔了 2 家“挂羊
头卖狗肉”的违法经营网吧。

8 月底，奎文工商分局接到

家长举报，在鸢飞路一家提供
电脑培训服务的“电子浏览
室”内，有不少未成年学生在
里面上网玩游戏，随后，奎文
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展开调查。
原来，这家“电子浏览室”不
过是披着提供电脑培训的外
衣，暗地却向未成年人提供上
网服务。“在对其进行检查
时，还有很多未成年人在上
网。”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
者，这家电脑培训单位没有办

理网吧相关的上网许可，也不
对上网人群进行身份验证，很
明显是一家黑网吧。

据奎文工商分局执法人员
介绍，在检查过程中，除了发现
“化妆”的黑网吧外，还有网吧潜
藏在居民区内，“单从外面看，很
难辨认出这是一家网吧。”该执
法人员介绍，在北宫街附近的一
处居民区内，一家居民房被改装
成“黑网吧”对外开放，“50 平方
米左右的地方装了 20 台电脑，

一台挨着一台，地上的线路也很
乱，还有很多人在抽烟，卫生条
件很差，安全隐患也不少。”奎文
工商执法人员没收了该网吧的
所有电脑，并且要求电信部门关
闭了该居民房内的宽带。

但是，某些被取缔的黑网吧
仍旧不时地“死灰复燃”，“有些
在居民房内私设的黑网吧，在
被断网后，又通过另一个人的
身份证进行开户，电脑也多是
二手的，没收以后他们又买来

新的，重新向外开放。”另
外，奎文工商执法人员讲，有
些黑网吧在门口外私设摄像
头，看到执法人员来检查时，
经常选择紧闭房门拒绝检查，
执法难度很大，“我们采取网
格化管理，把每个小区划成多
个片区， 具体到个人负责，
另外，还聘请了 15 名基层工作
人员作为我们的网吧社区监督
员，这样以来，那些黑网吧就
很难再隐形了。”

寒亭 69 个村

完成“村改居”

本报 9 月 2 日讯(记者
孙翔)2 日，白浪绿洲湿

地公园荣膺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的揭牌仪式在湿地
公园举行。“虽由人作，宛
自天成”的湿地公园将成
为潍坊市新的旅游热点。

下午 6 点 20 分，在白
浪绿洲湿地公园，荣膺国
家 4A 级景区的揭牌仪式
正式举行。潍坊市副市长
初宝杰在致辞中表示，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致力于打
造宜居城市，潍坊的城市
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形成了城在画中、人
在景中的美好景象”，“白
浪河作为潍坊的母亲河，
其改造的意义尤其重大”。
潍坊着力打造的“逍遥游”
已成为山东省继“黄金海
岸”、“山水圣人”之后的第

三大旅游板块。特别是 A
级旅游景区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全市 A 级旅游景区
由 2006 年的 11 家增加到
目前的 39 家，其中，4A 级
旅游景区由 1 家增加到 11
家。

下午，世界旅游小姐
山东赛区的优秀选手们来
到白浪绿洲湿地公园，乘
坐观光车游览了公园。旅
游小姐们都对景区的自然
风光赞不绝口。当观光车
行驶到一个景点时，记者
看到水面和小山上都雾气
腾腾，令佳丽们十分惊讶。

正在湿地公园中游玩
的张女士告诉记者，“以前
总觉得潍坊缺少自然风
光，现在好了，在这里，我
可以徜徉在自然的美景
中，一扫工作中的疲惫。”

白浪绿洲湿地
跻身国家 4A 级景区

“百万珊瑚”
现身昌乐

9 月 2 日，在首届“中国·昌乐珠宝首饰时尚周”珠宝精品
展中，来自新加坡的外商正在参观展厅中展出的台湾红珊
瑚，据悉，这种台湾红珊瑚价格昂贵，每件售价在百万元上
下。

本报记者 宋昊阳 摄影报道

本报 9 月 2 日讯(记者
周锦江 通讯员 刘志

伟)2 日，记者从寒亭区采访
了解到，该区目前已经有 69
个村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
会，2010 年底前还将有 80 个
村完成村改居，2011 年上半
年完成全域“村改居”。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区已
有 69 个村正式撤销村委会成
立居委会，其中各“城中村”和
街道驻地村庄全部“村改居”，
开始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相关要求运转。年底前
全区还将有 80 多个村完成
“村改居”，明年上半年可基本
完成全域“村改居”。

根据该区相关规定，这
些居民的个人股权可以继
承、转让，并根据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增减变化情况适当调
整股份享受对象和股权设
置。

夫妻病 必须夫妻同治

丈夫得病，因在妻子

近日，从潍坊金盾医院了解
到，约有一半生殖、泌尿系统发
病者，由于仅有单方治疗而拖延
病情、延长了治愈时间。患者张
先生近来会阴部有坠胀感，尿不
尽、妻子嘲笑他一定是拈花惹草
造成的。张先生十分恼火，拉着
妻子就往潍坊金盾医院去，气愤
地说：“让医生评评理看谁拈花
惹草了。”

经过检测，孙书元主任肯定
张先生患了感染性前列腺炎。于
此同时，孙书元主任建议其妻子
也做个相关检查。她嘴里嘀咕
着：“查就查，难不成还是我的
问题啊！”哪知，结果显示妻子
的生殖道有细菌感染，是她的阴
道炎感染了张先生的尿道，引发

前列腺炎。这下，夫妻俩都膛目
结舌，十分不解。“夫妻双方有
一方患了泌尿疾病，病菌会通过
夫妻生活在双方之间相互传染，
一方把病菌带入另一方体内。有
的的男子包皮外口瘙痒、尿道
炎、结果还是妻子霉菌性阴道炎
惹的祸。”孙主任解释道。

“夫妻病”易交叉感染

其实，在医院里，有很多单独
就诊的男性被查出有生殖感染，经
多次治疗却无明显效果。后来才发
现，这是夫妻间的“乒乓效应”--重
复交叉感染，这就要求双方必须同
时进行治疗才有效果。

潍坊金盾医院特聘男科专家
宋宗禄教授(原北京协和医院泌尿
外科主任)表示，最常见的“夫妻

病”，莫过于泌尿生殖系统疾
病。丈夫患病后与妻子过夫妻生
活，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若发

病一方经过治疗痊愈后，还会被
另一方重复感染。只有夫妻同诊
同治才能彻底断绝病毒细菌的传
播。从心理角度来看，夫妻同治
更能让妻子明晰丈夫的病情和心
理，避免沟通障碍导致的家庭问
题，从而降低男性的心理负荷。

另外，宋宗禄教授提醒，男
性包皮过长与包茎不仅严重危害
着男性患者自身健康，而且还可
通过夫妻生活给男性带去危害。
可引起女性的阴道炎、宫颈炎、
长期的刺激还可诱发阴茎癌。专
家建议。包皮过长、包茎患者应
及早做包皮环切手术。

夫妻同治，专科医院先行

“那专业男科医院可以夫妻
同治吗？”听完专家的解释后，

张先生与妻子豁然开朗，二人希

望一同接受治疗。“当然。有

‘ 20 年专业品牌男科医院’之称

的潍坊金盾医院在省内首家推广

‘夫妻同诊同治’模式，目前已

取得显著疗效。”据孙主任介

绍，“夫妻同诊同治”模式是指

由男科与妇科专家相互协作治疗

男女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在确定

病因基础上为患者夫妻设计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通过具体的心理

和药物治疗，早日攻克疾病。

张先生和妻子二话不说，当

场接受治疗。短短一个疗程，张

先生的前列腺炎和妻子的阴道炎

都彻底治愈了。经回访，没有复

发的迹象，而且夫妻的感情比以

前更好了。

(综合)

★全国十佳男科医院 ★中国专科名医名院 ★潍坊市、奎文区两级医保定点医院 ★新农村合作医疗指定单位 ★山东省惠民民医疗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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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科专家：夫妻病同诊同治，事半功倍

→早泄阴茎背神经阻断术

又称“敏感神经分离术”是一
种微创手术，获得国际泌尿科、男
科专家的鼎力推荐。该术通过分离
早泄敏感神经元，从而不再早泄，
延长夫妻生活时间，提高夫妻生活
质量。该手术安全、快速、微创、
无痛苦，无任何副作用，一次手
术，终生性福， 20 分钟即可让
“快男”重振雄风。

→“海洋之星”
性功能智控系统

金盾医院最新引进美国“海洋
之星”性功能智控诊疗系统，由现代
数字化电子技术与传统中医经络学
原理相结合，对使用者施以体外治
疗，疗效显著，安全无痛，无任何毒
副作用，不产生依赖性，属于科学可
靠的高新技术物理疗法。对习惯性
早泄、阴茎短小、中老年性功能衰退

有明显治疗作用，确保男人“性”福。

→新一代
场效消融前列腺治疗系统

是目前世界医学界治疗前列腺
炎的“黄金技术”，它集中了微波、射
频、短波、加压灌注及前列腺局部
注射等优点，克服了单一治疗的不
足，进一步提高了治疗效果，将慢
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提到了一个崭新
的高度。

→韩式微创包皮美容术

由万例手术经验专家亲自主刀，

更安全、无痛苦、不出血、不留疤痕、
不拆线。15 分钟一次性成型，恢复快、
不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生活。

→新型安全延长、增粗术

该术是一种新型独创、微创安
全的生殖整形术，术后一般可增长
2---6 厘米，明显增粗。此手术安
全、无痛苦，造型美观、无副作用，能
大大提高夫妻生活质量。

精品男科
成功技术推介

北京协和医院宋宗禄教授与金盾

医院专家孙书元主任讨论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