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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喷 女人笑
送送送，98元体验装免费领 ,专利配方口服+外用

今夜引爆男人激情

现代社会男性压力过大，身体大脑经常

超负荷运转，会使内分泌功能紊乱，交感神经

系统兴奋过度，植物神经系统失调，会降低性

生活质量，严重影响夫妻关系。所以，一旦出

现上述症状不防试一下邦威组合套装的神奇

效果，带给男人N个变化。

超强持久给力，新剂型，突飞猛进
2013年山东医学科学院留美博士率领科

研组历经三年，领先研发的新型一款纯中药

口服+外用的男科产品邦威问世了，邦威牌男

用口服+外用的组合套装延时喷剂，精选淫羊

藿、鹿茸、海马、冬虫夏草、锁阳等十三味中草

药科学配比，运用先进的生物酶解技术科学

配伍，经过低温超声波破壁而成的纯中药制

剂。

本品系纯中药口服+外用的大组方，具有

温补、理疗、滋养、修复的四大功效，使用当天

见效，延长20-30分钟，温补1-3个月，功效神

奇。夫妻生活达到满意效果真正从根源解决

阳痿、早泄、前列腺问题。双管齐下，不伤肝

肾，绝对没有毒副作用，中老年人均可放心使

用。

适用人群：手淫性早泄、敏感性早泄、老

年性早泄、心理性早泄、因先天发育不足、萎

缩、包茎、包皮过长、前列腺炎等因素导致的

阳痿、早泄。

半价体验，无效不花一分钱

本品出口国外11个国家和地区，一直在

国外热销追捧，现在在国内上市推广。

重要通知：活动仅限今、明、后三天，每日

前50名来电订购患者享受多送神秘大礼包一

个,送完为止，保密配送。

咨询电话：400-186-2118
省内免费送货，货到付款，仅限三天

问问暖暖热热线线一一开开通通就就““热热””得得烫烫手手
遇供暖问题，您可以拨打热线6610123或下载齐鲁壹点情报站@记者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丛
树晗)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 点 开 通 了 问 暖 热 线

“6610123”，旨在架起市民和供
暖企业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
尽全力让今冬更多市民家中暖
和起来。问暖热线一开通就

“热”得烫手，许多居民“问暖”。
低温运行家中为什么不热、新
小区能否供暖等仍是用户的主
要关注问题。

许多居民打来电话称，低
温运行已经好几天了，但是自
己家中的暖气依旧没有温度。
据此，记者联系了相关热力公
司。据介绍，在这种情况下，首
先，用户可以检查楼道和家中
的供暖阀门是否已经开启。其
次，如果阀门已经打开，这种
情况可能是家中循环不好，暖
气出现了积气问题，建议用户

自行放一下气。用户还可以拨
打烟台各大热力公司客服维
修电话，供热公司将为用户解
决。

与此同时，齐鲁壹点情报
站也收到了很多用户线索，壹
粉“沙漠之狼”@福山热力公
司反映称，家中的暖气总是断
断续续，有时是暖的，有时是
冰凉的。福山热力集团有限公
司收到情报后，第一时间回复
用户：该小区已正常供热，供
暖初期，若用户室内采暖效果
不理想，一般是由管道内积气

造成的，地暖用户可自行在分
集水器处排气，散热器用户可
轻拧跑风处排气，若排气后效
果仍不理想，可致电福山热力
公司24小时客服电话6980666
咨询解决。

壹粉“无言的结局1 0 5 7
“留言称，自己是月光怡景小
区用户，今年开始供暖，但现在
入户阀门没开，希望能尽快打
开，早发现问题早点解决，早安
心。热力公司收到线索后，积极
协调，目前该用户分户阀门已
打开。

如果您遇到供暖问题，可
以 拨 打 我 们 的 问 暖 热 线

“6610123”，也可以下载齐鲁壹
点APP，通过情报站就所遇到
的供暖问题@记者，记者会陆
续为读者协调解决供热难题，
并全程参与报道。此外，如果您
是福山热力公司辖区用户，若
您供暖期间遇到问题，也可以
直接在齐鲁壹点情报站@福山
热力公司，热企将会直接给予
回复。我们在线上线下同步倾
听您的心声，让您这个冬天不
再寒冷。

抓抓党党建建促促脱脱贫贫 包包村村帮帮扶扶惠惠民民生生

近日，在驿道镇东马村，莱州市住房
管理中心的党员代表正与村委成员一起
查看新落成的东马村村委。在帮扶工作
开展之前，东马村村委建设不完善，设施
简陋，缺乏必要的办公设备，党建活动受
到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村民也缺乏一个
统一、集中的活动场所。为此，房管中心
积极投入资金和人员,从硬件和软件两
个方面，全方位助力东马村村委建设。

硬件方面，出资23000元购买水泥
25吨，沙84立方米，用于建造村委办公
室及党员文体活动室。赠送电脑、电视、
会议桌等办公家具 9 0余件，折价约
56206元，用于充实办公场所设施设备。
同时积极联系有关单位，协调资金
25000元，在村委大院里建起篮球架、乒

乓球台、腰背按摩器等健身器材。在软
件方面，帮助东马村规范党建工作,结
合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认真查
找，全面梳理东马村在运行体制、制度
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对标上级有关
要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活动，对制
度、管理、记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
完善党建工作。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后
的村委，将成为一个集办公、村民活动、
党员群众学习交流于一体的办公、学
习、文化阵地。

下步，房管中心将进一步增强党员
干部的宗旨观念和服务意识，深切了解
东马村的真实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真
正从村庄和村民的实际困难入手，做到
帮扶服务到实处。(通讯员 李世波 记
者 刘丹)

“问暖”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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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网捷贷送话费了！
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
新开山东农行(不含青岛)掌
银或网银，并办理网捷业务
的客户，每位赠送50元话费。
登录农行掌银-农银快e贷办

理网捷贷，最高30万，秒贷秒
批，随借随还，月底前办理并
有余额，可以获得50元话费
奖励。次月10日前充值到办
理业务手机中，详询农行各
网点。

农农行行网网捷捷贷贷送送话话费费了了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宋强 隋
旭东) 记者从烟台市体育
局获悉，11月11日，由烟台市
体育总会主办，烟台市羽毛
球运动协会承办，烟台市海
乐福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协办
的“羽协杯”烟台市羽毛球精
英争霸赛暨烟台市羽毛球代
表队选拔赛在烟台市海乐福
全民健身运动中心完美收
官。

上午8点45分，比赛正式
开始，运动员们各个身手敏
捷，挥汗如雨，现场的喝彩声
此起彼伏，气氛紧张热烈，运
动员们的精彩表现与积极的
态度也充分展现出了大家对
羽毛球运动的热爱，对全民
健身活动的热情。

为创造公平公正的比赛
环境，大赛首次采用电脑自

动抽签，组委会邀请羽协代
表、裁判员代表以及运动员
代表参加了抽签仪式。本次
比赛采用中国羽协审定的最
新《羽毛球竞赛规则》和世界
羽联公布的现行规则，所有
比赛的裁判员由烟台市羽毛
球运动协会选调。

本次大赛为烟台市羽毛
球运动协会成立以来首次举
办的精英争霸赛，选拔出的
选手将成立首届烟台羽毛球
代表队，在下年度与各地市
的交流比赛及国外友好交流
活动中代表烟台市出战，将
是羽毛球爱好们的最佳展现
机会以及最高荣誉。此项赛
事今后将作为烟台羽协重要
的比赛，每年举办一届，发掘
烟台最好的羽毛球选手，为
羽毛球爱好者提供充分展示
自己的舞台。

羽羽毛毛球球精精英英争争霸霸赛赛收收官官
今今后后将将每每年年举举行行一一届届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孙
晓玮 丛树晗 通讯员 李
涛) “双11”过后，大量快件包
裹开始陆续涌入烟台。11月14
日下午2时，记者来到烟台顺丰
速运有限公司北马路营业点，
了解今年“双11”期间快件的相
关情况。据了解，为了应对“双
11”，烟台的快递公司不但增加
了人手，而且快递小哥每天的
工作时间也相对延长，有的达
到15个小时。

据了解，下午2时并不属于
快件分拨时间，所以员工以及快
递并不多。下午2时30分左右，该
营业点便迎来了一拨分拣高峰，
这也是当天的第三拨快递。由上
一级分拨中心发来的包裹，在该

网点由快递员分发后，将被逐一
送到周围片区的市民手中。

“上一级分拨中心发来的
包裹，我们要完成卸货、分拣、
配件几个过程。”烟台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北马路营业点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应对“双11”物流
高峰，该营业点由原来的21人
增加到26人，最近员工每天的
工作时间也在15个小时左右，
每天从早晨6点就开始工作，一
直工作到晚上9点多。

在现场，记者看到上一级
分拨中心送货车到达之后，20
多名快递小哥经过短短20多分
钟的卸货、分拣后，便迅速打包
自己所负责区域的包裹开始配
送。

据烟台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北马路营业点负责人介绍，自

“双11”以来，该网点配送的包
裹由每日600-700件，上升到
1000多件，这种物流高峰大概
会持续到本月18日，以后便会
恢复到正常工作量。

据烟台市邮政管理局统
计，11月13日当天，烟台快递派
件量达到119万件，同比增长
40 . 6%，发件量达到67万件，同
比增长47 . 4%。“烟台快递发件
高峰已经过去，在11月12日达
到峰值，为88 . 3万件。”烟台市
邮政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随着外来快递陆续到达，烟
台也将迎来派件高峰，派件峰
值预计在11月14日-16日。

1133日日当当天天，，烟烟台台快快递递派派送送了了111199万万件件
同比增长40.6%，有的快递小哥一天工作15个小时

烟台顺丰速运的快递小哥正在忙着整理快递。 本报记者 孙晓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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