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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民生

新新医医院院开开建建，，附附近近平平房房走走俏俏
滨医烟台附院施工，附近村民猜测要征迁，房子都不卖了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宋
佳) 16日，本报报道了烟台将
有首家省属三甲医院——— 滨
医烟台附院，对医院内部设施
进行了介绍。17日上午，记者来
到滨医烟台附院的工地，发现
院址北边不少楼盘密密麻麻
的，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搞建
设。“这些楼盘都是刚建的，估
计便宜不了。”建筑工地一位
工头告诉记者。

在滨医烟台附院西侧的
贵家疃村与高耸的建筑形成
鲜明对比，一排排平房鳞次栉
比，向远处绵延。村子里三位
老人在屋前乘凉，交谈着新医
院建成后是否会征地。

“暂时村子里还没有征地的
消息，如果价格合理，也会顺从
政策，毕竟建医院是造福百姓的
事。”贵家疃村子里的一位老人
摇着蒲扇说，现在全村都知道房
子会增值，都握房不卖。

还有附近的坝疃村，该村
村民王阳说，店主租了一间32

平米的平房做烧烤生意，一年
的租金是3200元，估计新院建
成后，这里的租金得变成一个
月3200元。“周边从幼儿园到初
中都很齐全。”王阳说，附近已

建好的楼盘都在涨价。
记者围着滨医烟台附院

转了一圈发现，周围无论是交
通条件，还是周围的住宅区都
在崛起。“周边的开发空间很

大，毕竟大医院落成后，将会
形成新的商业圈，带来新的商
机。”牟平区规划局一位工作
人员分析，繁华的街道必将形
成地产升级。

另外，这座大型综合性医
院的落地，也必将带动交通、
住宅、商业、金融、娱乐等方面
的发展，对带动东部新区起步
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意义。

落地东部新区

将成医疗龙头

“像大窑、养马岛、姜格庄三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牟平区卫生局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现在东部海洋经济
新区起步区内的医疗机构职工年龄
结构偏大，平均年龄达到42岁以上，
医疗设备配备更新缓慢。

据了解，滨医烟台附院划为东
部海洋经济新区起步区，临近烟威
高速公路、养马岛出口，经滨海路、
港城东大街、学院路等宽敞便捷的
主干道，与烟台市莱山区、芝罘区、
福山区相连，通过高速公路、城际轨
道，辐射牟平、东部新区，乃至整个
胶东半岛。

“区卫生局坚持用5-6年时间，在
东部新区建成以滨医烟台附院为医
疗服务龙头，以临床医学院和滨海
国际健康城为保障，两个(龙湖、金山
港)综合医院为枢纽。”牟平区卫生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还将以109个(包括新建60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础的三
级起步区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东
部新区起步区居民健康、地区建设
保驾护航。

目前，东部海洋经济新区起步
区建成后，聚集人口将突破40万人，
建设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既能满足
区域周边居民求医需求，也能满足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未来医院床位数如果不能满
足临床需求时，医院院区北部或将
再建一个1500张床位左右的综合病
房楼。”牟平区卫生局相关负责人
说，将依托滨医烟台附院打造滨海
国际健康城，打造符合世界卫生组
织要求的健康产业链，提升滨州医
学院以及烟台市综合竞争力。

本报记者 宋佳

山航开通烟威

免费“城际快线”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吴万渊) 为方便威海地区
旅客至烟台机场乘机出行，自7月16

日起，山航正式开通往返烟台机场至
威海市区的免费城际班车。

据了解，凡乘坐山航实际承运航
班自烟台机场出港或到达的旅客，可
免费乘坐由山航提供的烟台机场至
威海卫大厦之间的“城际快线”班车。

山航营销委电话销售服务中心
经理孙利军介绍说，推出烟威间免费

“城际快线”，旨在为威海地区旅客到
烟台机场乘坐山航航班提供方便。

旅客在预订烟台出港或到港山
航实际承运航班时，可通过400-60-
96777客服电话或山航直属售票处提
出乘车申请，并凭当日机票行程单或
登机牌免费乘坐。未携带行程单及登
机牌的旅客，只需提供旅客姓名及机
票号码等信息，由司机通过400-60-
96777电话进行身份核实后也可免费
乘坐。

山航烟威免费班车具体运行路
线和时间如下：

烟台至威海路线：每日20:00在烟
台机场始发，约21：45到达威海卫大
厦。乘车位置：烟台机场国内到达出
口斜对面。

威海至烟台路线：每日05:00自威
海(威海卫大厦)始发，约6：45到达烟
台机场。

山航工作人员提醒，具体发车时
间会根据航班时刻安排，由山航烟台
营业部进行调整，详情请旅客登录山
航官方网站或拨打400-60-96777电话
咨询。

1155亿亿啮啮小小蜂蜂将将““大大战战””美美国国白白蛾蛾
因为阴雨天气，投放时间推迟了一周

振振华华电电器器年年中中优优惠惠，，家家电电品品牌牌抄抄底底抢抢购购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
相澎 ) 这个7月，注定是个不
平静的月份。各家电厂商正蠢
蠢欲动，即将上演“你方唱罢我
登场”的好戏。振华电器再次携
手知名品牌海尔、西门子推出
年中钜惠。“低价、超值”成为本
次盛会的关键词。活动时间仅

限7月26日至28日，现已全面开
始认筹。交10元最高抵2000元。

据了解，往年此时正逢
家电销售的淡季，而本月海
尔和西门子等众多品牌在振
华电器卖场摆出“擂台”，轮
番 推 出 健 康 时 尚 的 家 电 产
品，“特价、低价”成为本次

活动的代名词。为进一步增
强活动的优惠力度，切实满
足 广 大 市 民 的 家 电 消 费 需
求，振华电器报名预存活动
正火热进行中，预交 1 0元最
高可抵2000元。

“本次活动是上周活动的
特别加场，旨在让消费者持续

享受振华电器推出的超值优
惠。”振华电器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据悉，振华电器除推出超
值优惠外，时尚、绿色、节能的
家电也将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
亮点。活动时间从7月26日开始
至28日结束，仅限三天,现已全
面开始认筹。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李
娜 通讯员 邵海生 李秀
娜) 17日，烟台林业部门释放
孕育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
蛾。今年上半年除了喷洒药物，
还将释放15亿头美国白蛾的天
敌啮小蜂。据了解，采用啮小蜂
大战美国白蛾是非常重要的生
物防治手段。

“前一周一直下雨，不适合
啮小蜂羽化，所以推迟了。今天
天气好，将集中释放啮小蜂。”
17日，天气一转晴，烟台各个县
市区的林业工作人员就都赶到
了烟台市森保站，领取了啮小
蜂。据森保站工作人员介绍，还
寄存在柞蚕蛹中的啮小蜂，遇
到大雨天气羽化率降低，不利
于对美国白蛾的防治。

17日，芝罘区林场场长姜
善海将1000头孕育着啮小蜂的
柞蚕蛹带到了林场，林场工作
人员马上开始了悬挂啮小蜂的
工作。柞蚕蛹被装进一小纸袋
中，然后用图钉钉在树上，很
快，纸袋周围就爬满了羽化的
啮小蜂。

据了解，一个柞蚕蛹中约
含有5千头啮小蜂，芝罘区林
场本次释放的啮小蜂约有500

万头。烟台芝罘林场全体职工
将1 0 0 0余个装有周氏啮小蜂
寄生的柞蚕蛹的纸袋挂在了
树上。这500万头啮小蜂，将为
芝罘林场境内及周边消灭美

国白蛾。
“那些身上有黑色条纹的

毛毛虫，很可能是美国白蛾的
前身。”芝罘区林场工作人员介
绍。每年到了7月份，他们都要
对芝罘区林场及周边的树木喷
洒药物，防治美国白蛾。

在位于幸福的邮电小区，
远处看法桐树绿油油的，可离
近了观察，就会看到有些树叶
已经成了灰白色的网状物。17

日，芝罘区林场的工作人员前
去，为这些树木喷洒了药物。很
快，这些树上就开始向下掉落
毛毛虫。

该小区的居民孟女士说，
去年，毛毛虫爬到了三楼窗户，
困扰居民生活。“8月份的时候
最严重，这些绿叶基本上全被
吃光了。黑乎乎爬得到处都是
很瘆人。”

看到芝罘区林场的工作人
员前来喷洒农药，小区居民总
算放了些心。本来有树木有绿
化美化作用，现在被美国白蛾
闹的不仅没了绿化作用，还给
生活造成不便。

据了解，释放后的周氏啮
小蜂将会在美国白蛾的蛹中产
卵，蜂卵在蛾蛹内发育成长，吸
尽寄生蛹中全部营养，从而达
到杀死美国白蛾、控制白蛾数
量的目的。今年上半年烟台将
共释放15亿头啮小蜂，对付顽
固的美国白蛾。

啮小蜂的体积非常小，只
有1 . 5毫米左右，而美国白蛾
的体长12毫米，啮小蜂是如何
与美国白蛾战斗的呢？用烟台
市森保站工作人员的话说，它
们用的是“寄生围剿”法。

啮小蜂的繁育过程实
际上就是歼灭美国白蛾的
过程，“寄生”是关键。啮小
蜂利用自己的嗅觉发现美
国白蛾蛹，然后刺入美国白
蛾等害虫蛹内产卵。这样，

美国白蛾蛹就成了啮小蜂
的寄生母体，啮小蜂的幼虫
靠吸食白蛾蛹内的营养物
质 生 长 ，吸 尽 蛹 的 全 部 营
养，最终便会杀死虫蛹。

据悉，一只小蜂能在一个
白蛾的蛹内产200个卵，繁殖
量是美国白蛾的200倍。利用
啮小蜂对付美国白蛾，是纯生
物手段，不会对人体和生态环
境造成影响。

本报记者 李娜

啮小蜂如何战美国白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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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医大楼西侧，一排排民房走俏，村民都握房不卖。 见习记者 韩逸 摄

寄生了啮小蜂的柞蚕蛹，被一个个装进小纸袋。每个柞蚕蛹
内有5千头啮小蜂，它们将对付美国白蛾。 记者 李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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