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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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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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遗失声明
莱阳市地利商贸有限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906935号，车辆号牌鲁

FAT313(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山区鲁豫防水材料经销

处因保管不善丢失公章一枚，声

明 作 废 。

370613197712241224F0。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盛泉东路

12-1号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

明，于2020年3月18

日11时许，在海阳

市发城镇多英村北

水渠下捡拾壹名男

婴。请丢失或遗弃

该婴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和证明，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申报核

验，逾期无人认领，将被依法安

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
者 梁莹莹 ) 志愿服务，温
暖芝罘。近日，由烟台市芝罘
区委宣传部、芝罘区文明办、
共青团芝罘区委、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共同举办的“发现芝
罘最美志愿者”活动，历时两
个多月的报名、评选，经层层
推荐、线上投票、专家评审、政
审把关等环节，评选结果已经
出炉，共评选出10名“最美志
愿者”、10名“优秀志愿者”、
10名“最美志愿服务新星”、
10个“最佳网络人气奖”和10
个“最美志愿服务团队”。

为进一步弘扬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挖掘典型，传递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今年8月份，由烟台市芝罘区
委宣传部、芝罘区文明办、共
青团芝罘区委、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共同推出“发现芝罘
最美志愿者”活动，面向社会
寻找你我身边的“最美志愿
者”。活动自推出后，广大志
愿者积极踊跃报名，经过前
期筛选，共100名志愿者进入
线上投票环节。

入围的100名志愿者，他
们活跃在各类公益活动之中，
忙碌在救急救难现场，行走在
扶弱济困的路上，为需要帮助
的人送去关爱和温暖。他们之
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
只有7岁，来自社会的各个层
面，有的致力于应急救助，就
像王培海一样，已经坚持了多

年；有的关爱女童保护，就像
汪丽华，为8万余名学生和家
长讲授了1400多堂儿童防性
侵课程；有的专注于献血，就
像黄胜发，坚持献血20年；有
的是热心红娘，像孙元玲一
样，已经举办向日葵公益相亲
会70多场次；有的是文艺爱好
者，像付春霞一样，每年都会
和战友一起为来自困难家庭
的孩子举办暑期公益夏令营。

在这100位志愿者当中，
还有一群年轻的脸庞，他们是
来自各所高校的大学生和来
自烟台各中小学的学生。就像
小学生崔笑晨一样，虽然年龄
不大，但是在父母的带领下，
他经常参加志愿活动，连续四
年捐助贫困学生7名，为希望
工程捐赠书籍，为儿童村福利
院捐衣物学习用品等。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他拿出自己的压
岁钱，为烟台疫情定点医院捐
赠医护保障。

随着活动的进行，这些
志愿者的事迹不断涌现，感
动着每一个人。活动启动之
初计划评选的10名“最美志
愿者”，已经不能满足活动需
求。为进一步健全志愿服务
激励机制，持续激发市民参
与志愿服务的热情，经活动
组委会各方协商，一致决定
扩大评选范围，在原有奖项
设 置 基 础 上 ，新 增加 1 0 名

“优秀志愿者”和10名“最美
志愿服务新星”。鼓励这群活
跃在烟台大街小巷的“红马
甲”，为烟台的精神文明建设

注入更多活力和动力。
本次评审活动分为“线上

大众评审+线下专家评审”两
大部分，100位入围的志愿者
及事迹，都在“齐鲁壹点APP”
和“看芝罘”政务APP进行了
同步展示，接受社会大众投
票。经过一周时间，张有强、张
保清、黄胜发等志愿者领跑榜
单，得票数均超过10万票，最
高得票136064票。根据网络人
气排名，最终评选出10名“最
佳网络人气奖”。

为了保证大赛的公平公
正，9月底，活动主办方邀请
芝罘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家
伟，共青团芝罘区委书记陈
川，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
融媒中心主编张琪，鲁东大
学张玮文学研究院、胶东文
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姜岚，
鲁东大学商学院团总支书
记、长期担任全国优秀社会
实践志愿者团队指导教师贺
俊艳组成专家评审团，根据志
愿者个人事迹、志愿活动影响
力、社会关注度等标准，对入
围的100位志愿者进行逐一现
场评审。最终评选出“最美志
愿者”“优秀志愿者”“最美志
愿服务新星”和“最美志愿服
务团队”。

目前，“发现芝罘最美志
愿者”各奖项评选结果已经出
炉，现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
督。公示时间为2020年10月16
日至22日。公示期内对公示名
单如有异议，可及时联系组委
会。联系电话：6610123。

50个志愿者和团队喜登榜单
“发现芝罘最美志愿者”评选结果出炉，今起公示一周，如有异议可联系组委会

别拿生命“腺”开玩笑

去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早治早好

前列腺，排尿需要它，前列腺扼
守尿道；生孩子也离不开它，前列腺
液是精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列腺
如此重要，很多男人却总是拿它开
玩笑：出现尿频、尿急、尿不尽等前
列腺发炎的信号，却不到专业男科
医院检查治疗，往往一拖再拖，错失
巩固防线的良机。

“对于前列腺炎来说，普通的打
针吃药效果有限。”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前列腺专家贾主任强调，前列腺
不仅重要，而且特殊。前列腺有一层
比较坚韧的包膜，不仅能抵御细菌，
而且会隔绝药物离子。药物很难穿
透前列腺包膜，因而无法达到治疗
炎症的浓度，治疗效果自然不理想。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每年能够治
好数千人次，关键在于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经过近20年的专门研究，研
发出一套中西医结合突破前列腺包
膜，快速治疗前列腺炎的好方法。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继承传统中
医“新安医学”理论，经过十多年钻
研，研发出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中药
专方制剂：清泉胶囊，(获省级成果
认证并取得生产批号，填补我省空
白。)与引进的数十项代表当前前列
腺治疗水平的技术，如ECO前列腺

多能效应治疗系统、ZD前列腺电场
磁热治疗系统、MCVIE前列腺治疗
系统、前列腺场效消融系统、ZRL前
列腺腔道介入系统等有机结合起
来，破解前列腺包膜突破难题，根据
不同患者的不同病情，量身为其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千人
一方的治疗，使治疗更有针对性，因
而获得远超别人的好效果。

相关链接：“省事10月，健康有
礼”，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网上挂号仅
需1元，每种男科疾病检查套餐仅需
30元，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高1000
元。咨询电话：6259333或搜索微信
公众号：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1 .张保清
2 .王培海
3 .汪丽华
4 .蔡淳治
5 .黄胜发

6 .张风娥
7 .刘芸芳
8 .孙元玲
9 .于佳伟
10 .许 晶

1 .王淑云
2 .王 东
3 .王秀玲
4 .都基言
5 .张有强

6 .李海站
7 .杜云玲
8 .张宏伟
9 .孙美香
10 .薛洪梅

1 .张有强
2 .张保清
3 .黄胜发
4 .于 福
5 .付春霞

6 .孙美香
7 .付维友
8 .盛玉平
9 .刘芸芳
10 .蔡淳治

“最美志愿服务团队”

1 .烟台市道德先锋志愿服务中心
2 .烟台蓝天救援队
3 .烟台市微泉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
4 .烟台扬帆助学女童保护团队
5 .烟台母亲教育中心
6 .烟台市金阳公益发展中心
7 .烟台红色爱心之家芝罘大队
8 .烟台市春雨公益“快乐老人”志愿队
9 .烟台市芝罘区新时代志愿服务中心
10 .烟台齐鲁妈妈爱心公益

1 .崔笑晨
2 .杨福芝
3 .李东艳
4 .焦文靖
5 .李 洁

6 .闫世杰
7 .于浩明
8 .李绪泽
9 .崔嘉铄
10 .汉笑辰

◎“发现芝罘最美志愿者”榜单◎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
者 闫丽君 通讯员 魏威

于志龙) 记者从烟台开发
区公安分局特巡警大队获悉，
近日，烟台开发区公安分局巡
警大队在夜间执行设卡勤务
时，碰上了“奇葩”事，司机认
为酒喝得少没事，女友让他开
车上路他就同意了。结果该司
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被开发区警方处以
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驾驶证
6个月的处罚。

据介绍，当晚，一辆小型
轿车缓慢行驶到盘查区，民警
将其拦停后示意司机揺下车

窗，车上司机不为所动。当民
警再三警告后，司机摇下车
窗，这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民警示意该司机停靠至盘查
区安全位置，当询问司机是否
喝酒时，司机李某一口咬定自
己没有喝酒，车上的酒味儿都
是坐在副驾驶的女朋友王某
身上的，自己是过来接女朋友
的。

民警发现，与司机李某
交流时，李某开口说话带着
浓烈的酒味儿。在民警的再
三追问下，李某承认自己确
实喝了酒。此时，李某身旁的
女友王某立即辩解：“这辆车

是我的，我喝得多，我男朋友
喝得少，开车没事，我就让他
开车了。”

民警当即对这对情侣进
行口头教育，向其宣讲《道路
交通安全法》饮酒后不允许驾
驶机动车的规定，并向其阐明
饮酒驾车的危害。面对民警的
训导，这对情侣最终认识到了
自己的错误。

随后，民警将李某移交给
交警大队，对李某进行处理。

目前，李某因“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开
发区警方处以驾驶证记12分，
并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男子酒驾被查，女友辩称喝得少没事
最终该司机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最美志愿者” “优秀志愿者”

“最佳网络人气” “最美志愿服务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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