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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每天喝一口

健康又长寿
人参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

精华，自古为皇家专享，其尊贵地位

从未动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

人参为“神草”。现优惠销售：同余堂

人参养元液580元/1800克同余堂人

参精华膏480元/250克。

凡购买任何一款商品，均赠送

“延年堂”养生馆200元储值卡一张。

另：诚征市级代理商合作。

地址：芝罘区金沟寨环山路3号

润利大厦319室

联系电话：0535-6272328 李

先生

安邦财报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丢失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3 张 ，发 票 代 码

3 7 0 0 1 7 3 1 3 0 ,发票号码分别为

07846287，07846288，07846289登报

挂失，声明作废。

本人隋红红因个人原因将

烟台红星美凯龙建材商场20000

元的质量保证金单据遗失，单据

号：SK17103100136996，声明作废。

本人隋红红因个人原因将

烟台红星美凯龙建材商场5000元

的装修押金单据遗失，单据号：

SK1710310013710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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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内科医生
市内某医院急需招聘内科

医生几名，离退休人员也可

以，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6210838

投资贷款

招聘信息

芝罘区希尔顿酒
店楼下，抵账写
字楼7366元\㎡
电话：13365456064

厂房租售

抵账海景房优惠认购

现有海逸国际 (东海城公
寓)抵账公寓房一套，位于牟平
滨海东路588号 (乘坐K61、603
路车至牟平港务局下车东行
500米即到)，靠近融创迩海，龙
湖斜对面，标准海景房，位于3
楼，北向，可看到海一侧。建筑
面积39 . 65平米，带装修，拎包
入住，可自住，也可托管途家酒
店春夏出租使用，每月约1000
元租金。

公寓商业属性，物业费2 . 8
元/平米/月。二手房中介同等
户型为29万元，现优惠至28万
元，全款支付，有意者可拨打
13686389296咨询。

治疗前列腺增生，德国技术有着
无可比拟的优势：超微创，恢复快，避
免了汽化电切等手术方式的并发症，
即使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
性病的高龄患者，也可以治疗。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德国“2微米”激光系统让
前列腺增生的治疗，进入了崭新的时
代：患者可以轻轻松松告别疾病，不用
再遭那么多罪了。

“这个技术(烟台新安男科医院“2
微米”激光系统)真好，原先我身体状
况比较差，而且还有冠心病，别的医院
都不敢给我做手术，还是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厉害。”在新安治好病的刘大爷
对新安医院很满意。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引进的是德国
原装2微米激光(Revolix)治疗系统，光
纤通过尿道到达前列腺增生组织，在
可视的条件下，手术专家采用波长2微

米的激光将前列腺增生组织气化溶
解，它集合了开放手术的彻底性和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微创性，无需开
刀、打孔，克服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的缺点，能有效杜绝传统手术术后并
发症，被誉为“前列腺增生理想手术”。
目前，仅有北京301医院、北京武警总
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等
为数不多的医院拥有该技术。2015年，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从欧洲原装引进了

“2微米”激光设备，填补山东空白。
由中国男性健康万里行工程组委

会、中国性学会、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等
18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关爱男性健康
阳光工程”正式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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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6类疾病)，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高
1000元。咨询电话：2991888。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德德国国““22微微米米””激激光光
治治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不不遭遭罪罪

根据质监局稽查工作
职责要求，烟台市质监局稽
查局于国庆节前进行了应
急集结演练。演练按照“某
工厂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
故，须应急处置”的情况想
定部署实施。指令下达后，
稽查局全体执法人员均能

保持通讯畅通，在指定时间
内迅速集结，按预定方案及
时处置。此次演练进一步提
高了该局全体执法人员的
职业素养和工作操守，为下
一步不定期、常态化的开展
应急工作奠定了基础。(通讯
员 姜立强)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稽稽查查局局开开展展应应急急演演练练

本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刘丹 通讯员 于微)

烟台银行作为根植于港城
的地方银行，始终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不忘“服务地方经济、服务
中小企业、服务烟台百姓”
的初心，充分发挥市民银行
业务优势，强化银政企合
作，高举惠农助农大旗，多
措并举持续加大金融支持
烟台市实体经济发展力度，
彰显本土银行的责任与担
当。

开展理财沙龙活动，优
化客户资产配置。为向市民
推广更加丰富的产品，增加
客户对银行保险产品的认
可度，烟台银行毓璜顶支
行、开发支行、西大街支行，
邀请专业的资产配置讲师
开展保险沙龙活动，帮助客
户扫清资产配置道路上的
疑惑和障碍，达到资产保值
增值的目的。

进企业送“服务”上门，
搭建银企共赢桥梁。近日，
烟台银行海阳支行、机场路
支行走进企业，介绍适合他
们的存款、贷款、理财产品
及其他特色产品。烟台银行
蓬莱支行员工走访蓬莱登
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蓬莱
锦泰建材家居广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和蓬莱威泰葡
萄酒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访
的企业纷纷表示要马上通
过线上预约到烟台银行开
户，体验烟台银行的高效服

务。
深耕普惠金融服务，构

建助农服务中心。为全面提
升服务质量，栖霞支行对丰
收季为果农做好金融服务
做了全面部署。烟台银行福
山支行在门楼镇蓬莱庄村
设立了助农取款店。目前，
烟台银行助农服务点已经
覆盖到烟台市的各县市区、
乡镇以及规模比较大的村
庄，在农村已建立792个助农
服务点，累计交易30万笔。

加快服务认证步伐，打
造优服务“样板间”。今年9
月份，为推进网点服务水平
再创新高，烟台银行高标准
启动全网点服务认证，全辖
网点经过服务认证自评估
工作之后，目前，首批服务
认证网点正在进行特色化、
人性化达标建设改造。烟台
银行总行营业部、莱山支行
为提升客户服务体验满意
度，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
开展为期2个周的调研，通
过调研信息将客户个性化、
特殊化需求融入此次服务
认证打造中。烟台银行莱州
支行、龙口支行、国贸大厦
等支行进一步提高规范化
服务水平。

烟台银行通过一系列
活动，不仅将“惠企、惠民”
的宗旨落实到位，也树立了
烟台银行“市民银行”的良
好形象。正是这种“优质高
效”的服务理念，得到烟台
市民的一致好评。

烟烟台台银银行行在在服服务务实实体体经经济济中中

多多措措并并举举彰彰显显““市市民民””银银行行品品牌牌形形象象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季锴) 为进
一步维护烟台市存量房交易市
场秩序,保证存量房交易资金安
全,管控存量房交易风险，今年
年初，烟台市住建局启动了存
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系统的研发
工作。近期,该系统已顺利完成
研发进入测试阶段。目前，测试
状况良好，预计11月下旬进入
试运行阶段。

7月12日，烟台市住建局组
织光大银行烟台分行、招商银
行烟台分行等8家商业银行和
链家、惠百家等7家房地产经纪
机构召开专题座谈会，讨论烟

台市交易资金监管可行性方
案，就业务开展方式达成一致，
由烟台市住建局研发全市统一
的资金监管系统，并与各商业
银行专用交易资金监管系统联
网实现数据实时交互，授权商
业银行开展交易资金监管业
务，在烟台市全面推行存量房
交易资金监管业务。

截至11月8日，烟台市住建
局已与光大银行烟台分行、招
商银行烟台分行、平安银行烟
台分行、华夏银行烟台分行等4
家商业银行就系统搭建、数据
接口对接等工作进行了沟通协
商。目前4家银行监管系统上线

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预计11月
底将在烟台市芝罘区范围内率
先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业
务。

下步，烟台市住建局将
在继续完善存量房交易资金
监管体系的基础上，依托存
量房合同网签及交易资金监
管业务大数据，抓紧建立烟
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评价
体系。根据信用评价管理分
析结果，形成诚信经纪机构、
失信经纪机构“红黑名单”，
定期向社会公布，切实做好
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维护
购房者合法权益。

存存量量房房交交易易资资金金监监管管系系统统研研发发完完成成
预计11月下旬进入试运行阶段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范
华栋 丛树晗 通讯员 张
序) 11月15日上午，第二届烟
台农科院果树新品种展示观摩
会在其院内举办，为期四天。会
上展示了农科院近几年选育苹
果、大樱桃、葡萄等新优品种
200余个，脱毒烟富三、维纳斯
黄金、烟农红、烟香脆等苹果品
种和福晨、福星、美早等大樱桃
品种的树苗，都是前来参会的
果农心仪的苗木，15日一上午
就卖出了四万棵左右。同时苹
果、大樱桃、葡萄、梨、草莓、蓝
莓、植保、土肥等多领域专家在
现场为市民、果农答疑解惑。

15日早上7：40，记者来到
了烟台农科院，此时农科院门
口的港城西大街两侧已经停了
百余辆车，农科院工作人员正
忙碌于维持秩序，参会的市民
络绎不绝。记者来到院内观摩
区，大厅内布满了展台和展板，
苹果、大樱桃、葡萄等展台前围
满了前来的果农，不少果农都
是来自于其他县市区的，一位
莱州果农讲，其早晨四点就从
家里出发了，就为了和专家聊
上几句，把看好的品种的树苗
带回家。来自福山东厅的赵恩
英告诉记者：“老百姓都认农科
院的树苗，去年会上福星樱桃

苗很快卖没了，今年老早来了，
终于买到了福星。”

农科院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对
苗木要求从以前的唯高产、唯
好看，逐渐向品质、口感方向
看齐，比如近几年特别火的网
红地瓜“烟薯 2 5”、网红葡萄

“阳光玫瑰”等，农民朋友都非
常感兴趣。记者在观摩区甘薯
研究所展台看到，不少农民前
来询问怎样能买到“正儿八
经”的农科院地瓜苗。甘薯研
究所所长辛国胜告诉记者，其
培育的“烟薯25”2012年通过
审定后，火遍大江南北，已经
成为北方烤地瓜标配品种。据
他讲，“烟薯25”改变了甘薯行
业的发展模式，以前以产量为
标准、价格较低，“烟薯25”推
广后解决了地瓜品质差的老
问题，初期在上海等大城市超
市中一斤高达近二十元，不少
农民因此致富，诞生了不少种
植“烟薯25”的百万富翁。在小
麦研究所展台，王江春副所长
告诉记者，现在农民种小麦，
除了追求产量，品质也非常重
要，“烟农999”口感好又筋道、

“烟农 5 1 5 8”白度高，很受推
崇。

会上，除了苹果、大樱桃

等传统品种，不少小众化的品
种也颇受欢迎。烟台农科院胶
东特优果品创新中心首席专
家李元军告诉记者，烟台果木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老百姓已
经不满足于烟富3、2001、美早
等传统品种，急切需要品种多
样化、差异化。创新中心一直
致力于推动胶东地区特色果
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优化本
区域内苹果、大樱桃、蓝莓等
特色果品的产业化结构。苹果
品种选育方面 ,科研人员本着

“早中晚、红黄绿、甜香脆、新
奇特”的选育原则；大樱桃方
面，重点进行优质、大果大樱
桃的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推广，如福星、福晨、福金等
品种。同时,加大蓝莓、草莓、猕
猴桃等小浆果研发力度，实现
胶东地区水果品种多样化。比
如说福星品种最大特点是耐
储，特别适合电商平台，果农
近两年也是非常追捧。

在苗木交付区，苹果、大樱
桃等区域早已排起长队，人人
翘首以待心仪的树苗，一旁工
作人员热火朝天地忙碌着，不
断挖起树苗捆绑妥当地交付给
果农。记者了解到，仅15日上
午，四万株左右的果苗被各地
来的果农买走。

烟台农科院果树新品种展示观摩会开幕

果果农农赶赶““科科技技大大集集””买买苗苗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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