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新闻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周宣刚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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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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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 忠 身 份 证 号 码
370634197301090612，远洋二级
轮 机 长 证 书 号 码
370634197301094X89，保管不
当丢失，特此证明。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

明，于2019年7月31

日，在莱州市文峰路

街道西朱村村碑捡

拾壹名女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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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薪诚聘
1、招标代理部

经理，十年以上招标

工作经验。

2、市场开发部

经理，十年以上市场

开发工作经验。

公司名称：龙达

恒信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烟台公司

地址：烟台市莱

山区桐林路10号

联系人：高先生

电话：18453168899

烟台环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旧油漆桶综合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烟台环桥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废旧油漆桶综合利用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
完成，现向社会公开征求对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

1、《烟台环桥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废旧油漆桶综合利用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网络链接：https://
p a n . b a i d u . c o m / s /
1iOguZewLtBh9QOkfHeSOuw，提
取码：1gs2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纸质版存放于烟台环桥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内，公众可以前
往以下地址进行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09：00
～12:00，下午14：00～17:00。

建设单位：烟台环桥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黄
务街道荆山路泰晤士新城1-136

联系人：李总
联系电话：15335455555
E -m a i l：l j 1 5 3 3 5 4 5 5 5 5 5@

163 .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包

括油家泊村、朱家村、大潘家村、
燕地村、南桥村、孙家疃村、华安
国际现代城的个人及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 t t p s : / / p a n . b a i d u . c om/ s /

1oWU9uRg0ocFQ_pZ9iOYI5g，提
取码：d858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
子邮件或者去建设单位公司填写
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在规定时间
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
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次公告开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
烟台环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姚鑫月

春暖花开时节，是时候来一
场研学旅行了。为满足广大中小
学生研学需求，打造精品研学旅
行线路，今年，蓬莱区文化和旅游
局联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将于4
月24日和5月1日，分别推出“我是
小工匠——— 擦出非遗与科技的火
花”“出发吧,船长！海上丝路历险
记！”两大蓬莱研学旅行线路，只
需200多元，便可给孩子一个充实
而有意义的假日时光。

本次研学活动由蓬莱区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烟台融媒中心承办、烟台蒲公
英少年研学中心执行，将相继推
出“寻觅仙踪”六大精品研学旅行

线路，“出发吧,船长！海上丝路历
险记！”“我是小工匠——— 擦出非
遗与科技的火花”便是其中重要
两条线路，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
体验中收获知识、享受快乐时光。

“这种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
不仅可以增长见识，还可学到很
多东西。”看到本次研学报名消息
后，市民谢女士第一时间为孩子
报了“我是小工匠”的研学旅行。

谢女士说，她儿子今年上小
学二年级，平日里非常喜欢户外
活动，亲近大自然，只要有时间，
她都会带着孩子四处旅游，来增
长见识。“看到蓬莱推出研学旅行
线路后，非常惊喜，线路设计非常
精彩。”谢女士说，彩绘葫芦、制作
品尝蓬莱小面、科技印染这些研
学项目都很抢眼，不仅内容丰富，

而且还可提高孩子的美感，也希
望孩子在学习传统非遗文化和感
受现代科技魅力的同时，增强独
立性和动手能力。

“寻觅仙踪”六大精品研学
旅行线路，立足蓬莱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特色文化，与校园课本紧
密结合。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学员
的需求，让广大中小学生在研学
旅行中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感受革命光荣历
史。

春暖花开日，研学正当时！给
孩子换一种学习方式，来一场难
忘的旅行。赶紧报名研学旅行吧，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市民可扫描
下方二维码，进行线上填写报名，
亦可拨打咨询电话17616088676
张女士，19853569053王女士。

专业老师护航蓬莱研学游
体验非遗文化，感受科技魅力，报名即可成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小记者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治疗泌尿感染，就是快

“小便有刺痛和灼热感，还
有点尿频，尿急，尿液也挺浑
浊。”患者纪先生在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向专家表述自己的症
状。最终经过细致的检查，确诊
为尿道炎，而其致病的原因经
过分析确认是长期的憋尿所
致。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
长孙洪臣主任表示，排尿就是
一个排污的过程。排尿会把体
内经过新陈代谢而产生的毒素
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如果长时
间憋尿，毒素不能正常排出，就
会形成泌尿系统方面的病菌感
染，从而引发泌尿感染(包皮龟
头炎、睾丸炎、附睾炎、精囊炎、
尿道炎等)。为了自身健康，平
时要多喝水，多排尿。

作为人体重要排污通道
的泌尿系统出现不适是很正
常的，男性朋友无需过度忧
虑。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孙主任
提醒，只要及时到专业医院接
受规范治疗，一般都能很快治
好。经过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短
短几天的治疗，纪先生的尿道
炎好了。

当然，能够这么快治好，也

不是一日之功。“这是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20年的深厚积淀。”烟
台新安男科医孙院长介绍，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专门诊治泌尿
感染20年，在大量的临床研究
中，医院将“新安医学”中医理
论与现代医学成果结合，研发
出数十项治疗效果显著的特
色治疗技术。其中联合治疗新
技术，在全国泌尿外科高峰论
坛上被誉为“标杆技术”。

与其他技术相比，联合治
疗新技术有何过人之处？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孙院长强调，该
技术不是从疾病表面，而是从
分子生物学角度，采用中西医
结合的方法，通过现代医学手
段选择特效药物，结合PT技术
(物理治疗技术)，将特效药物直
接作用于病灶处，自然深入全
面杀灭病原体，快速消除各类
症状。普通的治疗做到这一步
就结束了，联社治疗新技术则
不然。联合治疗新技术不仅能
快速消除症状，而且能阻断病
原体繁殖根源，修复受损细胞，
激发人体免疫细胞的活性，强
化自身整体免疫功能，不给致
病菌死灰复燃的机会。

线路一：“我是小工匠——— 擦出非遗与科技的火花”

发团时间：4月24日
课程内容：为迎接五一劳动节，

让孩子们真正在实践中感受到劳动
的快乐，4月24日“我是小工匠——— 擦
出非遗与科技的火花”线路隆重上
线，本次课程注重孩子的动手能力，
不仅会带领孩子们走近传统工艺制
作，了解葫芦的种类及种植方法、葫
芦工艺品的制作和葫芦文化，还会带

孩子们体验非遗文化，跟随非遗传承
人王福禄一起制作蓬莱小面，孩子们
在辛勤劳作之后，吃上自己做出的热
腾腾的小面。

另外，专业教练还将带领学员们
进行古法扎染技术体验活动和现代
数码打印布料技术，让孩子们亲身体
验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融合。

价格：258元/人

线路二：“出发吧,船长！海上丝路历险记！”

发团时间：5月1日
课程内容：“出发吧 ,船长！海上

丝路历险记！”线路将带领孩子们探
索古登州丝路文明，感受古代东西
方文化贸易往来。课程用时一天，除
了参观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蓬莱
阁古建筑群，让孩子们了解基本历
史知识之外，现场还将开展大型体

验式情景模拟，让孩子们亲手绘制
地图、组装指南针，分团队重走“海
上丝绸之路”，通过层层闯关竞赛的
模式，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海
上丝绸之路“物物交换”的港口贸
易，深入了解沿线各个国家以及当
地的风土人情。

价格：270元/人
“出发吧,船长！海上丝路历

险记！”研学游报名入口

“我是小工匠——— 擦出非

遗与科技的火花”研学游

报名入口

两大线路总有一款适合娃 报名即可加入“小记者”

专业的辅导老师 让你放手同时更放心

孩子研学在外，父母最关
心的是安全问题。为给广大青
少年学生提供一次好的研学体
验，让父母在放手的同时更放
心，我们提前做了大量工作和
部署，力求精益求精。

为挖掘蓬莱特色文化，将
研学和旅行完美结合，制作蓬莱
特色的精品研学旅行线路，活动
主办方前期做了大量工作，多次
召开专家座谈会，梳理蓬莱传统
文化，走访调研景区、旅行社、研
学机构，发掘市场需求。

在线路的落地执行方面，
我们选择了在业内有口皆碑的
蒲公英少年研学中心，该中心
团队由多位优秀复转军官、士
官、拓展培训师、青少年综合实
践教育导师组成，并拥有来自
社会各行业领域的专家顾问团
队。团队人员均全面完成行业
各项培训及应急救护员的培训
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长期在
烟威地区各中小学开展青少年
综合实践活动，获得市场高度
认可。

专业的辅导老师，全程陪
同，带领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
遨游知识海洋，在闯关游戏中，
激发自身潜能。此次研学活动
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消费。

另外，还有超值福利送给
小朋友们。凡是报名参加蓬莱
研学游的孩子，即可成为2021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小记者，加
入小记者资源库，孩子的研学
手记，还将有机会刊发在媒体
上，给孩子的这场研学旅行留
下纪念。

海阳市场监管局
组织电梯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烟台4月12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 员纪宇)

为提高辖区内电梯应急救援能
力，保障电梯乘客的乘梯安全，
进一步推动安全生产大排查大
整治走向深入，近日，海阳市市
场监管局组织烟台特检院海阳
工作站、海阳吉昊电梯维保有
限公司走进海阳如家酒店开展
了电梯应急救援演练暨电梯安
全宣传活动。海阳市大大福购
物超市、海阳市佳联置业有限
公司等11家人员密集场所电梯
使用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进
行现场观摩。

此次演练分为现场讲解、
紧急处置、专业救援等环节，程
序严谨、组织有序、操作规范，

进一步检验了应急救援人员的
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提升了
大家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意识和
处置能力。

除此以外，市场监管局开
展电梯超期使用安全隐患整
治，利用动态信息化监管手段，
做好超期预警和信息反馈，强
化执法检查与处罚力度，保障
电梯合法使用、安全使用。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以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以及住
宅小区电梯为重点，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全覆
盖”检查，督促电梯维保和使
用单位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全力守护海阳市特种设
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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