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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贷款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遗失声明
●王海，驾驶证丢失，驾驶证号：
370602198606222616，准驾车型
C1，声明作废。

厂房租售
租售

福海路大型商业网点 (适合
服装加工、商超、汽车美容、
健身、洗浴、培训、办公、娱
乐、仓库等)。另有6000平酒店
对外承包。电话：4001850019
2132169 2132179

大莱山莱院路，厂房一
幢，土地面积3800平，
厂房面积2000多平，两
证齐全，可过户，现出
让，1 5 9 5 4 5 0 4 6 6 8 ，
1 3 3 5 6 9 2 9 1 1 1

通 告
于林：

你与我司于2002年4月1日签

订《劳动合同》及附件已约定有竞业

限 制 义 务 ，为 离 职 后 2 年 即
2017 . 03 . 20—2019 . 03 . 19。离职当日至

本次登报已11次口头、书面、电话、信

函方式告知和公司有利害关系企业

名单、不得到公司向你宣读、发送的

《于林解除劳动合同回复函及竞业禁

止公司名单》中公司告知的有利害关

系的公司任职或出资等。同时也敦促

你每月28日本人(如本人不能可委托

他人)到公司领取竞业限制补偿金，也

可提供本人账号按月领取。不按时领

取是你个人放弃，公司已尽多次、按

时和多种方式通知你，且3次转账是你

本人原因失败。故请按以上方式领

取。如违反需负违约责任。

易特斯(烟台)精密纺织器械有限

公司
2018年8月9日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曲彦
霖 通讯员 潘杰 陈新民)

塔山南路市政工程是贯穿烟
台市区东西的交通“主动脉”，
是一项着眼城市长远发展实施
的重大民生工程。9日，塔山南
路道路一标段，机场路至通世
南路标段将正式通车。这条总
长约1 . 1km的新建道路，东西
分别与通世南路、机场路相连，
与魁玉路相接，连通卧龙和世
回尧区片，通车后将大大地缓
解周边的交通压力，带动区片
融合与发展。

8日，记者从塔山南路塔山
北路建设工程指挥部获悉，塔
山南路道路第一标段—机场路
至通世南路段8月9日正式通
车。记者来到现场，1100米的新
建道路整洁明亮，西侧自机场
路与魁玉路的交叉口向东连接
至通世南路。双向六车道，道路
两侧铺设的彩色沥青非机动车
道十分醒目。

据山东中宏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项目经理皮志强介绍，塔
山南路道路部分规划红线宽度
为40米，包括宽23米的双向6车
道及两侧各3米宽的非机动车

道，并设有人行道和无障碍通
道，设计行车速度50km/h。彩
色沥青铺设的非机动车道属工
程一大亮点，另外，在道路最上
层铺设的SBS改性沥青成型后
路面平整结实，既耐磨又防滑，
使用寿命在15年以上，开车行
驶在路面上舒适度将大大提
高。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这条
道路凸显出人性化的设计。为
保障特殊群体通行，所有的无
障碍通道均设置在人行道正
中，并全部避开了井盖。

塔山南路工程道路第一标
段工程自2017年9月21日开工，
至2018年8月7日完成竣工验
收。这段路的所在之处原本是
高约30米的山体，施工单位移
除120万立方土石才开辟出这
条东西干道。

9日，机场路至通世南路标
段将正式通车。这条东西道路
连接机场路和通世南路，与魁
玉路相连，改变了附近居民以
前必须“转圈走”的历史，道路
连接卧龙和世回尧区片，将加
快周边区域的融合发展，也将
缓解东西方向的交通压力。

机场路至通世南路标段为
塔山南路道路第一标段工程，
塔山南路工程除了新建道路，
还包括四条隧道，五座桥梁，计
划2020年6月底全线具备通车
条件，届时，一条贯通烟台东西
的“主动脉”将形成，“烟台半小
时生活圈”将成为现实。

塔山南路东起莱山区观海
路，向西经竹林南路、山海路、
胜利南路、通世南路、机场路、
青年南路、化工南路、楚毓路、
冰轮路，西至港城西大街外夹
河桥，全长14 . 14公里，红线宽
度40米，双向六车道，总投资约
20亿元，计划2020年6月底全线
具备通车条件。

塔山南路新建道路10 . 04
公里，利用现状魁玉路4 . 1公
里；新建四条隧道，分别穿越凤
凰山、平顶山、蛤蟆石及胜利南
路西侧山体，总长3 . 2公里，其
中凤凰山隧道1200米，平顶山
隧道870米，蛤蟆石隧道850米，
胜利南路西侧隧道275米；架设
五座桥梁跨越庙后水库、山体
冲沟和蓝烟铁路线，总长1 . 4公
里，其中庙后水库桥梁300米，
三座山体冲沟桥梁440米，跨蓝

烟铁路立交桥670米。
8日，记者从塔山南路建设

工程指挥部了解到工程最新进
展情况。机场路—通世南路标
段(道路一标段)已完成综合验
收、产权移交，8月9日正式通
车；外夹河桥—化工南路标段
(道路二标段)正在组织综合验
收。

在山水龙城隧道工程现
场，记者看到这条“最短隧道”
已经顺利贯通，此外，桥梁27支

桩基全部完成，预应力箱梁累
计完成32个。

胜利南路—山海路标段，
隧道东口左线累计掘进约143
米，右线约165米，隧道西口右
线累计掘进5米，桥梁累计完成
45支桩基。

竹林南路—观海路标段，
隧道东口累计土方开挖完成
94%，西口右线累计掘进64米，
左线累计掘进23米，桥梁累计
完成57支桩基。

塔山南路道路第一标段完工，市区新增一条东西干道

机机场场路路至至通通世世南南路路段段今今日日通通车车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
子，守望童年他们却因疾病没
法和正常孩子一样跑跳玩耍，
无菌病床的狭小空间是他们仅
有的活动范围，父母和医护人
员是他们最持久的玩伴。但他
们同样期待爱与关怀，同样渴
盼戏耍与欢乐。

8月7日下午，烟台一中
2017级高一(10)班的同学们带
着义卖书籍筹集所得善款，为
毓璜顶医院”彩虹之家”的白血
病患儿送来益智玩具、水果、零
食及各种文具，并陪伴孩子们
动手包“彩色的饺子”。活动也
受到毓璜顶医院宣传处、儿科
医护人员及烟台金阳公益发展
中心志愿者的大力支持，大家
齐心协力带孩子们度过了一段
温馨而快乐的时光。

这个暑假，烟台一中2017

级高一(10)班的同学们过得有
点不一样。因妈妈薛艺风在毓
璜顶医院器官移植心外二科工
作，又是医院众多志愿者中的
一名，团支书于佳弘有更多机
会听到毓璜顶医院“彩虹之家”
白血病小患儿的故事，希望能
尽一份力给这些孩子送去温
暖。和班长于京辉商量后，俩人
迅速通过班级微信群、QQ群等
方式发起倡议，号召同学们行
动起来，筹集爱心书籍用于义
卖。

活动筹备了两个周左右时
间，几乎班级内所有同学都行
动起来，或捐出自己手边闲置
的旧书，或自费添置新书捐出，
很快筹集到几百本书籍。先后
到南山公园、滨海广场等地进
行考察、报批，最终他们将义卖
地点选在了少年宫广场。8月2
日晚5点到9点，2017级高一
(10)班的同学们齐聚，支起小

摊向路人推介起来。得知是公
益活动，不少热心市民在购书
之外还纷纷捐款帮忙，当晚共
为孩子们筹集善款1242元。

上网查询白血病患儿的饮
食注意事项和这个年龄段孩子
们喜欢的玩具后，于佳弘、于京
辉、季恩赐、李大鹏、王彦哲、虞
涵文搭伴为孩子们采购礼品。
益智玩具、零食、水果、文具，7
日下午他们提了十余个袋子前
来看望孩子。

2014年，烟台毓璜顶医院关
爱儿童白血病医护公益组织“彩
虹之家”正式成立，秉承着帮助
白血病患儿树立战胜病魔的信
心的宗旨，连续举行关爱白血病
儿童活动，医护人员及义工每周
现场教孩子们画画、手工等，丰
富孩子们的住院生活，也给孩子
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由于部分患儿正在化疗期
间，7日下午前来彩虹之家参加

活动的仅有4名患儿。但当看到
哥哥姐姐们准备的玩具后都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妈妈和志愿
者的帮助下，2岁的大宝(化名)
有模有样地擀起了橡皮泥饺子
皮，年纪最大的小郗(化名)虽然
右手埋着留置针，但要强的他拒
绝了志愿者的帮助，坚持靠自己
做出彩色的“饺子”。最有心的成
成（化名）悄悄捏成蓝色的心向
这群热心人表达感激之情。

关爱白血病患儿，给他们
更多爱和温暖，毓璜顶医院医
护人员从未停止努力。医护人
员用行动呼吁，希望患儿能够
在经历风雨后再度绽放如彩虹
般绚烂的笑容。2016年以烟台毓
璜顶医院关爱儿童白血病公益
组织“彩虹之家”为原型，讲述
了一段发生在白血病儿童和医
护人员之间的感人故事，并邀
请小患儿参演的省乃至全国首
部以儿童白血病为题材的公益

微电影《彩虹之梦》首映，引来
无数感动。越来越多爱心人士
和公益组织加入到关爱白血病
患儿的行列中来。烟台毓璜顶
医院宣传处处长李成修介绍，
医院将在慈善义工管理中心成
立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患儿健
康，同时开展针对患儿家属的
一系列心理疏导等相关公益活
动，保证患儿家庭的幸福和谐。

记者从毓璜顶医院获悉，近
年来，毓璜顶医院在敬老助弱、扶
贫济困、送医送药等诸多方面，都
做了大量工作。每年组织社区义
诊、健康大课堂440余场，受益市
民6万余人次。开设的“网上问诊”
栏目，在线免费回复网友咨询累
计近5万余条次，方便了患者就
医。借助社会媒体和自媒体等各
种方式、多种渠道，每年为家庭
贫困患者筹集治疗费用达500余
万元，使他们得到了及时、持续、
有效的治疗。

“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疗了7天
就好了！”来自乳山市的吴先生，因为
康复而笑逐颜开。治好吴先生的阳痿
早 泄 的 新 技 术 ，就 是 普 利 希 特
(PLISSIT)性功能康复疗法，最早是由
美国性学家J安农等提出的，在进入中
国后，融入了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
说、经络学说几大中医理论，使这一非
手术治疗早泄阳痿的技术获得了全新
的发展，疗效更加确切，大多患者治疗
几天就达到效果。

据烟台新安男科医院院长、原北
京301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享受国务院
津贴的曾祥福教授介绍：普利希特在
世界上首次将可能引起性功能障碍的
所有因素，均纳入诊疗范围，是目前最
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因为性
功能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只进行
单一方面的治疗，往往难以奏效，而普

利希特克服了这一缺陷。
普利希特性功能康复疗法，集合

了强肾固本的专利方剂、负压活血、穴
位刺激、手法及理疗通络、性感行为训
练、心理辅导等前沿的技术，能够激活
阴茎海绵体细胞，益肾通络，促进新陈
代谢，使肾精充足，肾气旺盛，勃起坚
硬持久；降低龟头及阴茎体的敏感度，
提高射精刺激阈值和射精潜伏期。

健康烟台男性健康援助工程启动：
专业男科检查套餐仅需69元(能查性功
能障碍、前列腺疾病、生殖感染、包皮包
茎、男性不育和延长增粗等6类疾病)，
尖端男科技术治疗阳痿、早泄等疾病援
助最高1000元(含普利希特(PLISSIT)
性功能康复疗法、第二代脱细胞生物补
片、前列腺核磁清腺系统、龙氏阴茎延
长增粗术等尖端男科技术)。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咨询电话：2996666。

男男性性功功能能障障碍碍，，77天天治治好好了了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始终站在男科技术高点

烟烟台台一一中中学学生生自自发发组组织织图图书书义义卖卖为为白白血血病病患患儿儿送送温温暖暖
毓璜顶医护人员、志愿者、热心人陪小患儿度过难忘的快乐时光

塔山南路机场路至通世南路段9日通车。 本报记者 曲彦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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