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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走失街头，幸遇热心夫妇

日前，荣成市人民医院
的6名骨干医师分别来到荣
成市上庄镇西旗杆石村和
尹家村村委会，开展健康扶
贫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开
展健康咨询活动。

邹明霏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

采取体检、防控两不误的行
动，在为村民健康查体的同
时，积极宣传H型高血压防
护行动。

鲁彦亨
5月30日，市人民医院

进行了突发事件医疗卫生
救援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
医务人员的紧急医疗救治
能力。

连俊杰
儿童节前夕，市人民医

院儿科医护人员为孩子们
准备了气球、彩笔、绘画等
小礼物，举办了专门针对学
龄前小朋友的健康常识讲
座，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具有
医院特色的快乐、特别的儿
童节。

于文奎
近日，荣成市人民医院

血液肿瘤科成功完成一例
经股静脉穿刺PICC置管术，
打破了以往以上肢外周静
脉为穿刺点的惯例，标志着
市人民医院的PICC置管技
术迈上了新台阶，为此类患
者开辟了一条长期、安全、
有效的静脉通路。

邹明霏
近日，市康宁医院医护

人员走进辖区内各村庄，免
费为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及
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检查。

姜琳昱
近日，崂山街道卫生院

医护人员走进崂山大集开
展健康宣传活动，宣传预防
手足口病的健康知识及预

防技能。
陈少云

日前，在世界第31个无
烟日之际，康宁医院开展

“烟草与心脏”主题宣传活
动，加强做好医院控烟工
作，提升群众健康意识，营
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姜琳昱
5月29日，市中医院党

支部联合曙光社区党总支
开展了“医疗服务进社区
健康助力一家亲”社区共建
义诊活动。此次活动对引导
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共驻共
建，增强服务群众意识，加
强与所联系社区的沟通衔
接，有积极作用。

于佳佳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文

化生活，提高居民的文化素
养，北环社区成立合唱团，
通过歌声表达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和追求。

赵丽丽 李英香
儿童节之际，康平社区

党总支联合人民医院和海
林制药举行了丰富多彩的
欢庆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了
一个快乐的节日。

孙英莲
日前，得润社区召开了

物业联席会议，社区楼长、
党员、居民代表及各物业经
理与会。此次会议达到了减
少矛盾、促进工作、维护团
结、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
互配合的效果。

吕冰
近期，山东广电网络威

海有限公司荣成分公司高
度重视做好峰会期间广播
电视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
保障工作，从安全隐患排查
等多方面严格落实，确保万
无一失。

杨永凯

速读

草莓苗不长咋办？专家来支招

本报荣成6月4日讯(宋华
杰) 日前，荣成市蔬菜办技
术人员走进村长查看草莓长
势，针对发现的问题，逐一为
种植户支招。

5月中下旬，荣成市草莓
育苗逐步进入匍匐茎生长
期。近日，蔬菜办技术人员来
到崂山街道古塔村，实地查
看了育苗田草莓苗的长势，
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有
的没长出匍匐茎，有的没吐
新叶，有的苗子弱、茎秆发
红、叶片老化。

技术人员拔出草莓母
株，发现草莓没有长出新生
根。针对这一情况，技术专家

表示最有效的方法是灌根，
在根系没有长好的情况下灌
根补充肥料效果非常明显，
同时叶面喷施含氮的叶面
肥，促进叶片生长，促进光合
作用。

针对部分农户问及能否
对根部泼浇肥料化成水的问
题，技术人员表示不可取，直
接对根部浇容易伤根。

还有农户咨询能否打赤
霉素？技术专家介绍，如果苗
壮、水肥管理好，不用打也能
快速出匍匐茎，激素类提苗
容易导致苗弱、不抗病，因
此，这期间最好的办法是促
根壮苗。

开发区1-4月份

进出口贸易稳步发展

本报荣成6月4日讯(李振
宇 安姬子 徐晓琳 ) 今
年1-4月份，荣成经济开发区
共完成进出口总值23亿元，
同比增长3 . 2%。其中，出口总
值19亿元，进口总值4亿元，
进出口贸易实现稳步发展。

1-4月份，全区有进出
口实绩的企业105家，其中，
外资企业30家、内资企业75

家，主要涉及轮胎、房车、
电机、食品、电子等产业。
其中，康派斯房车、龙河车
业、名骏房车等6家房车企
业大幅增长，共完成进出
口 1 . 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 9 . 3%；浦林成山 (山东 )轮
胎有限公司完成进出口9亿
元，11家电子企业完成进出
口2 . 7亿元。

本报荣成6月4日讯(杨志礼
宋凌燕) 日前，一名75岁老

人外出走失，夜晚迷失于街头，
但所幸遇到了一对热心夫妇。
在这对热心夫妇和民警的帮助
下，老人最终找到了家人。

5月26日19时许，在锻压机
床厂附近路边，一位老人拦车
求助。滕家镇机关干部付天琦
和爱人宋倩开车途经此地，停
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在了解
到老人腿累走不动后，付天琦
夫妇将老人扶上车，欲将其送
回家。

然而，付天琦夫妇驾车转
悠了一段路程后，并未找到老

人所居住的小区，而老人也说
不出具体的小区名称、路段等，
甚至不记得家人的联系方式。
就这样，按照老人的“指引”，付
天琦夫妇继续驾车前行，每每
遇到标志性建筑时，都会询问
老人是否居住在附近，而老人
始终摇头否认。

眼看着老人说不清住址，
付天琦夫妇报了警，并将老人
送往就近的蜊江派出所。在派
出所内，民警试图与老人沟通，
但也未能获得有效信息。晚上8
点多，宋倩担心老人饿肚子，准
备起身去买食物，此时，老人突
然说出了一个手机号码和她儿

子的姓名。随后，根据老人所
述，民警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
正是老人的儿子，此时他们正
在石岛管理区寻找母亲。核对
了身份后，民警发送定位告知
蜊江派出所的准确位置，21时
25分，家人赶到派出所将老人
接走。

据悉，走失老人今年75岁，
来自山西晋中，患有轻微的阿
尔茨海默病。此前，一家人在石
岛管理区买了房。5月25日，家
人带老人到荣成小住，不料次
日下午，一家人游玩回家后忙
于做饭，一时间没有照顾到老
人，导致其独自外出意外走失。

送安全
在儿童节当天，荣

成市供电公司彩虹共
产党员服务队员化身

“安全用电讲师”，分赴
各小学、幼儿园，为孩
子们送去了一堂安全
用电教育课。同时，服
务队员还对校园内的
供、用电设备开展全方
位检查。

韩天凯 杨龙
马晓康 唐军 摄

花海楮岛

迷醉游人
6月4日，在石岛管

理区东楮岛村的乡村公
路两旁，车辆在金菊花
丛和楮树中穿梭。金黄
灿烂的金菊花与大海、
沙滩、风车、楮树、游人
和晒海带的劳动者相映
成趣，构成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村、中国最美乡
村东楮岛的独特风光。

杨志礼 摄

荣成警方侦破一起传销案
本报荣成6月4日讯(刘玉霞

李莹) 日前，荣成警方破获
了一起组织领导传销案，涉案
人员周某落网。周某注册“云联
惠”商行，销售手机及配件，以

“消费全返”等为幌子诱人加
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近日，广州警方成功摧毁
“云联惠”特大网络传销犯罪团
伙，黄某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在行动中落网。

经查，以黄某为首的团伙
成立广东云联惠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联惠”)，并依
托该公司“云联商城”，宣称在
云联商城消费能够获得消费金
额100%的积分返还，通过网站、
微信、培训会、商学院授课等途
径进行宣传。以“消费全返”等
为幌子，采取拉人头、交纳会
费、积分返利等方式引诱人员
加入，骗取财物，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犯罪。截止到2017
年12月31日，会员达到680万多
人。

5月17日，根据公安部经侦
局统一部署，荣成市公安局对
荣成的涉案人员周某立案侦
查。据了解，周某在网站注册荣
成市港湾云联惠商行，销售手
机及配件，并以此发展数百人
加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侦破中。

中法女性生殖整复技术示范基地揭牌
本报荣成6月4日讯 (王伟

伟 ) 6月2日，荣成市人民医
院举行中法女性生殖整复技
术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并开
展中国女性生殖整复物理技
术规范和推广培训班。

本次活动由中国整形美
容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主
办，荣成市人民医院承办，法
国 欧 亚 迪 国 际 交 流 中 心 协
办，邀请了法国物理治疗专
家Geo r g e s B i l l a r d教授、河
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

红真教授、山东省千佛山医
院姜卫国教授、中山市人民
医院陈燕护士长及北京妇产
医院的专家莅临讲学，来自
省内各级医院参训人员共80
余人次。

培训内容着重于女性盆
腹动力学整复理论，神经肌
肉电刺激、脉管电刺激及结
缔组织机械刺激技术等女性
生殖物理整复原理和临床应
用及相关技术操作培训。培
训考核后，由中国整形美容

协会女性生殖整复分会颁发
培训证书及国家级Ⅰ类继续
教育学分。

此次活动不仅为医务人
员带来了国际前沿的女性生
殖整复技术，还进一步加强了
中法双方的学术交流和技术
合作，荣成市人民医院将积极
参与女性生殖整复物理治疗
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努力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的专科人才，为
推动区域卫生事业的发展，为
保障女性健康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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