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活动时间：
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

30日
格活动对象：

中国光大银行Visa信用卡
客户
格报名方式：

方式一(短信报名)：收到我
行 邀 约 短 信 , 编 辑“ 返 现 ”到
95595报名。

方式二(阳光惠生活app报
名)：登录阳光惠生活app境外返
现活动专属页面报名。
格活动内容：

报名成功客户在活动期间
使用中国光大银行Visa信用卡
在境外(含港澳台)通过Visa渠
道POS机进行面对面外币刷卡

消费，可享如下返现特权：
特权一：活动期间，客户通

过Visa渠道POS机完成一笔境
外面对面刷卡消费 ,若该卡在此
笔消费之日起前12个月内无任
何Visa渠道交易记录，则该卡
可享一笔返现奖励：普、金卡可
获5美元返现，白金、无限卡可
获20美元返现。每卡活动期间
限获奖一次。

特权二：活动期间，客户使用
名下Visa信用卡在境外通过Visa渠
道POS机面对面刷卡消费，单月内
消费金额达到各奖励区间的可享
各消费区间对应返现比例。普、金
卡每卡每月最高可获得180美元返
现奖励，白金、无限卡每卡每月可
获得最高260美元返现奖励。

特权一、二客户可同时享受，特权二具体奖励标准如下：

特权二返现金额说明案例：

活动
返现比例对应消费累

计金额区间(美元)

返现金额(美元)/比例(%)

普、金卡 白金、无限卡

特权二：

交易返现

0≤X1≤100 无返现

100<X2≤3000 3%
3000<X3≤4000 4%
4000<X4≤5000 5%

X5>5000 8%
奖励上限 特权二每月奖励封顶 180 260

各区间对应返现比例

例1：若7月单卡境外面

对面累计消费2800

(单位：美元)

例1：返现金额

(单位：美元)

例2：若7月单卡境外

面对面累计消费3500

(单位：美元)

例2：返现金额

(单位：美元)

0≤X1≤100 无返现 100 0 100 0

100<X2≤3000 3% 2700 2700×3%=81 2900 2900×3%=87

3000<X3≤4000 4% 500 500× 4%=20

4000<X4≤5000 5%
X5>5000 8%

消费合计：2800 返现合计：81 消费合计：3500 返现合计：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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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毕业业证证长长啥啥样样，，高高校校自自己己““做做主主””
明年起烟台高校自行设计制发学历证书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
楠楠) 毕业证书长啥样将由
自己的母校“做主”，你有没有
很期待？13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从2018年起，烟台高校研
究生、普通本专科和成人高等
教育学历证书由各高等学校、
研究生培养单位(以下统称高
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自行
设计并制发。

据介绍，高等教育学历证
书是高校颁发给按照国家规定
取得入学资格的受教育者，以
证明其完成相应学习任务、达

到规定标准的凭证。如果说录
取通知书是高校的第一张“名
片”，那么学历证、学位证算是
最后一张“纪念册”。

据了解，自1981年我国大
学实行学位制以后，除了1985
年至1992年，本科毕业证书和
学士学位证书由高等学校自行
设计印制外；其余年间，均由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
格式和统一印制。

学历证书主要包括毕业证
书和结业证书。学历证书内容
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

期、照片；学习起止年月；专业、
层次(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或
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制；学
习形式(普通全日制、非全日
制，成人脱产、业余、函授)；毕
(结/肄)业；学校名称、校(院)
长姓名；发证日期及证书编号
等。为方便证书查询，制作学历
证书时要在证书下方边框外左
侧 注 明 查 询 网 址 ：h t t p : / /
www.chsi.com.cn。

省教育厅将加大对高校学
历证书审核、发放、管理等情况
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规操作、

滥发学历证书的高校或个人，
追究有关单位和相关人员的责
任，所发放学历证书予以追回，
学历注册信息予以撤销；违反
法律法规的，依法依规追究其
法律责任。

学历证书遗失或者损坏，
经本人申请，学校核实后出具
相应的学历证明书，证明书与
原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学历证
明书除学历证书规定的内容
外，还需注明原证书编号和补
证号。从2018年起，学历证明书
也一并由高校自行制发，成人

高等教育学历证明书不再加盖
省教育厅钢印。制作学历证明
书时也要在证书下方边框外左
侧 注 明 查 询 网 址 ：h t t p : / /
www.chsi.com.cn。

高校首次自主设计、印制
的学历证书样式，以及以后每
次变更、调整证书样式时，均需
在证书使用前报教育厅备案。
不具备学历证书自主设计、印
制条件，或希望继续使用往年
证书样式的高校，可以继续使
用往年证书样式并通过原渠道
购买。

受受孕孕几几率率这这么么高高
为为什什么么你你没没有有怀怀上上？？

药药物物根根治治不不了了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
新安男科医院“2微米”1小时搞定

“自从患上前列腺增生，
药没少吃，前列腺却越来越
大，排尿越来越难！”刚刚在
新安男科医院接受了“2微
米”手术的孙大爷感慨不已。

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长
赵万友主任指出，前列腺增
生的主要症状为尿频、尿急、
尿无力、尿不尽、尿末淋漓、
尿线变细、排尿困难等。如果
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恰当，
可能会造成急性尿潴留即突
然尿不出来了，或者总是尿
不干净，有剩尿，会令膀胱压
力增大，导致肾里头的尿向
膀胱里排，引起肾积水，甚至
影响肾功能，有些人还会出
现痔疮加重、直肠脱垂、小肠
疝气等问题。

赵院长强调，要想根治，

手术方式无疑是最理想的选
择。新安男科医院斥巨资从
欧洲独家引进“2微米”激光
手术系统，是治疗高龄和高
危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更安全
和有效的手术方式。

“2微米”激光手术系统采
用一根直径0 . 3毫米的光纤，
在膀胱尿道镜直视下通过患
者的尿道到达增生前列腺处，
这时波长仅为2微米的激光去
除增生组织，对周围正常的小
腺管和软组织都无伤害，不需
要开刀、没有开放式手术创
口，术后5天左右就能出院，而
且无后遗症。手术由原北京
301泌尿外科主任曾祥福教授
亲自操作，大约只需要1个小
时就能一次性根治，安全可
靠。咨询电话：2996666。

2200家家餐餐企企亮亮相相中中国国鲁鲁菜菜之之都都文文化化展展示示会会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赵
玲玲 通讯员 王兆鹏 张鲁
滨） 为充分展示烟台市鲁菜
之都风采，弘扬鲁菜传统文化，
促进鲁菜传承创新，提升鲁菜
品质形象。7月13日，由烟台市
商务局、旅游发展委员会、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山区政府、
市烹饪协会主办的“中国鲁菜
之都文化展示会”在福山区举
行。

本次展示会由具有一定
规模和特色的餐饮企业进行

鲁菜展示。芝罘区、开发区、牟
平区、福山区组织20家鲁菜展
示企业。企业代表分别进行特
色招牌鲁菜介绍，市烹饪协会
组织6名鲁菜大师，成立专家
委员会，对菜品进行现场品鉴
并打分。本次展示会上，参赛
的餐饮企业各自展示了鲁菜
绝活，每家都有推出的创新菜
品，有用蔬菜和海鲜制作而成
的孔雀，灵动而美丽；有用巧
克力雕刻而成的热带雨林，让
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用海

鱼雕刻而成的松鼠，活灵活
现，各具特色，真是承传了鲁
菜精湛的技艺，彰显了鲁菜文
化的精髓。来参观的群众赞不
绝口，垂涎欲滴。

烟台市烹协会长程伟华公
布今天参展企业评定结果，评
出金奖6名、银奖6名、优秀奖若
干名，与会相关领导为获奖餐
饮企业颁发“中国鲁菜之都”鲁
菜文化展示会奖牌，中国鲁菜
之都文化展示会在一片掌声中
圆满结束。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张梦玉) 8月
11日，纪念小提琴之王海菲兹
大师逝世30周年——— 张可函与
拉米·曼哈纳的音乐会将在福
山剧院精彩上演。来自丹麦皇
家音乐学院的演奏家、在丹麦
的首位中国弦乐独奏家、当今
国际最年轻的中国小提琴家之
一的张可函将与丹麦皇家音乐
学院的拉米·曼哈纳带来小提
琴与钢琴的完美演绎。

今年2月15日，在哥本哈根
的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大音乐
厅，来自中国的青年小提琴演
奏家张可函举办了他的个人出
道音乐会，来宾人数是丹麦皇
家音乐学院历来音乐会上最多
的。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举办，标
志着张可函正式成为丹麦皇家
音乐学院的演奏家Soloist(欧

洲演奏最高文凭、演奏博士)，
在欧洲正式开始职业小提琴独
奏家的生涯，同时他也成为在
丹麦的首位中国弦乐独奏家。

另外，福山剧院首届打开
“艺术之门”系列演出也将在本

月14日盛大启幕，既有好看的
演出也有免费的八喜冰淇淋派
送。关注“烟台大剧院”“烟台福
山剧院”微信公众号，购票更有
九 五 折 优 惠 ，订 票 电 话
6605566、6615566。

小小提提琴琴与与钢钢琴琴的的完完美美演演绎绎
福山剧院8月上演张可函与拉米·曼哈纳的音乐会

为什么有人想怀就是怀
不上?下面请烟台送子鸟不
孕不育医院妇科专家王文卿
主任为大家解答。

男性的精子每30天就会
更新一次，而对于女性而言，
从一出生卵子就与你随身相
伴。生活方式、环境、年龄都
会影响卵子的质量，进而影
响到受孕。

香烟中尼古丁等毒素可
直接危害卵子，加速卵巢老
化，让卵子比实际年龄大，而
酒精同样可导致月经紊乱，

卵巢过早老化。
每做一次人工流产，卵

子质量就下降6%。而多次人
工流产，还有可能导致输卵
管发炎，严重者还会发生堵
塞。所以各位尽量不要做人
工流产，若没有生育要求，可
以做好防护措施。

假设您也有不孕不育
相 关 的 困 惑 ，可 通 过
6666120电话咨询送子鸟不
孕不育专家或到院咨询：烟
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 3 9 号
(御金台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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