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大姐专业征婚19年
会员万人，成功率高，
保成。电话：6 1 5 0 3 4 5
地址：大海阳立交桥
桥下往北 1 0米路东

女，45，本，离，165，财务，
车房全，年轻美丽。
女，52，丧，164，退，车房
全，品貌兼优。6257804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货运物流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车辆信息

高价回收
●收酒店蛋糕制冷小吃设备1 3 3 5 6 9 4 9 9 0 5

信用卡取现代还
15098662888

投资贷款

厂房租售

祖传专治哮喘，慢阻
肺，肺心病，吐白痰。
季先生13105291261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征 婚

开锁服务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低息贷款
网贷 办卡 提额

电话：18562172848

翻身做土豪
保本的现货白银 原油开户

模拟账户体验 6376937

空气治理

商业信息

蛤缝纫活计件加工日结账15063830005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招聘信息

信用卡 取现 代还
五 区 上 门 服 务
电话：18769438220

精养信用卡 取现 代还 提额
15688594401
快速放款
当场 1-30万房产易贷

放款 信誉贷汽车质押
快银行有贷款可二次贷款

15552213877

信用卡取现代换精
养提额，到账快费
用低，办理秒到正
规Pos机，诚接中介,
联系电话6268411。
18553523489

大正水暖太阳能
批发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家用净

水机，卫浴花洒，304无铅水龙头。

电 话 : 18953582018

珠玑中路粮油市场附近全新
大型仓库6500平方对外出
租，适合仓储物流，可整租或
分租，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电话：13356907630 王先生

投资合作
投资重点：新能源、医药、养老
教育、房地产、矿山电站、农林
牧渔、制造加工，在扩建等优质
项目合作。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常年聘请有资源的商务代表。

18856015719邱经理 邮箱：18856015719@163 .com

烟台领航集装箱制作有限公
司，招聘：二保焊工，铆工。包
吃住，工资面议。13356923339。

公告
根据《俞城电子 (烟台 )

有限公司公司制度(重点补

充协议)》第一条有下列行为

之一者，公司将给予解除

劳！动关系：连续3天以上旷

工 ,月旷工5次以上者；解除

劳动合同。姜晓燕因条件成

立，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请姜晓燕自公告之日

起15日内到俞城电子(烟台)

有限公司办理劳动合同解

除手续。公告后未回单位办

理解除合同的将依法给予

办理解除手续。

特此公告！

俞城电子(烟台)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2017年8月17日

搬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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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7日讯(记者 柳
斌 通讯员 全福 邹璐) 16
日下午，市交警支队第一大队
执勤民警在芝罘区海港路和南
大街路口设卡查车，在对过往
车辆进行违法行为检查时，一
辆车的主驾驶与副驾驶在交警
面前上演了一出“谁是驾驶员”
的好戏，不料却被经验丰富的
执勤交警识破。无奈之下，驾驶
员承认了自己无证驾驶机动车

的违法行为。
当天14点30分许，民警在

对由北往南行驶的车辆进行检
查时，突然发现了一辆五菱面
包车存在异常，面包车驾驶员
看见执勤交警之后，急忙减速
行驶。随后民警立刻加快脚步
将其拦截。

民警要求驾驶员下车接受
检查，而此时副驾驶却来到面
前，自称自己就是刚才的那名

驾驶员。执勤交警看了看手里
的驾驶证，发现该驾驶证上的
照片与面前的副驾驶男子长相
一样，显然这是副驾驶的驾驶
证，那主驾驶为什么要出示副
驾驶的驾驶证呢？

“副驾驶说是他开的车，但
我知道并不是他。”执勤民警张
警官说。在与二人交谈时，民警
闻到了副驾男子身上有股浓烈
的酒精气味，便问道，“你说是

你开的车，你喝酒了吗？我现在
要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一听民警要对自己进行呼吸式
酒精检测，该男子立即改口说，

“我承认车不是我开的，因为我
喝酒了所以我让我朋友开了，
但是他没有考取驾驶证，刚才
检查的时候担心被你们查出来
就顺手把自己的驾驶证给了
他，然后又下车误导你。”原来
这两人本来想“偷梁换柱”掩盖

主驾没有驾驶证这个事实，却
忽略了副驾喝酒的事，结果不
光没骗得了交警，自己的这场
大戏也没了结尾。

民警将无证的男子带回大
队进行身份落实，经查，该男子
从未考得过机动车驾驶证。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目前，该男子已因无证驾驶机
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
2000元，拘留15日的处罚。

男子酒后让无证朋友开车上路，结果遇到交警查车

主主、、副副驾驾上上演演““偷偷梁梁换换柱柱””被被识识破破

“现在终于可以给她满满的幸福了，
谢谢大夫！”近日，王先生专程到新安男
科医院表示感谢！据王先生介绍，他家住
莱州，结婚已经三年了。三年来，他一直
饱受“早泄”之苦。妻子虽不说什么，但他
能感觉到她的幽怨。他四处寻找医生和
药物，急切地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开始，
他以为是前列腺疾病造成的，于是治了
近一个月，还喝了两个月中药，没有任何
好转，以至于患上了“夜晚恐惧症”。不久
前，王先生毅然辞职，专心治病。朋友向
他推荐了新安男科医院：“有个哥们的阳
痿问题就是在那治好的！”于是，王先生
通过预约电话：2996666预约了新安男科
医院的专家。

新安男科医院专家详细为王先生做
了检查，发现王先生患有原发性早泄，

即先天性的阴茎背神经比常人的多，因
过分敏感而引发的早泄。新安男科医院
业务院长赵万友教授指出，早泄可分为
原发性早泄和继发性早泄。临床上，原
发性早泄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或者
被当作继发性早泄而误诊，这也是王先
生反复治疗而没有效果的根本原因所
在。

“要通过手术降低阴茎敏感性！”赵
院长强调，医院独家引进的美国高倍显
微背神经降敏术就是当前治疗原发性早
泄的尖端技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有效延长夫妻生活时间。找到了病
根，王先生欣然接受了“美国高倍显微
背神经降敏术”的治疗。术后第一次夫
妻生活，就让妻子很满意。咨询电话：
2996666。

深受异味困扰，日前，李先生劝
说妻子到烟台送子鸟医院进行妇科
检查。

检查报告一出：阴道炎！烟台送
子鸟医院妇科专家解释：阴道炎是妇
科病中常见的一种疾病，是由于女性
阴道的自然防御功能遭到破坏，病原
体入侵，才导致阴道炎。如果不及时
治疗，可能会引发各种并发症，像宫
颈糜烂和宫颈炎。如果进去宫腔内，
还会导致附件和盆腔炎，最终还会导
致女性生育问题的出现。

针对她的情况，专家建议采用
送子鸟最近引进技术——— 德国蓝氧
O3净疗技术，据说，该技术很好地弥
补了过去传统的手方法愈合时间
长、创伤大等缺点，它将现代化精细
检测技术与全新的中西医理论完整

结合，采用菌毒细胞透视检测系统，
对致病菌辩证分型，通过加大炎性
组织通透，针对性杀灭各种致病菌
种，8小时内完全阻止细菌沿生殖道
上行及血行播散，7天即可利用增加
体内优势菌改善和平衡体内微生态
环境，抑制致病菌在阴道内异常繁
殖，短时期达到“消炎、灭菌、清毒、
修复、平衡”同步并进，有效杀灭体
内菌毒细胞，杜绝二次感染和反复
发作，尤其对多种病菌导致的混合
型感染患者，效果更理想。经过一疗
程的治疗后，李先生老婆的炎症彻
底治愈。

温馨提示：烟台送子鸟医院电
话：6666120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39
号御金台西侧。

送送子子鸟鸟医医院院引引进进德德国国蓝蓝氧氧OO33净净疗疗技技术术
高效治疗妇科疾病

实施美国高倍显微背神经降敏术

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成成功功治治““泄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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