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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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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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天时物流有限公司的道

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214244

号，车辆号牌鲁YC6796(黄)，现予以声

明作废。

●刘妍每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

运证号：370682315274号，车辆号牌鲁

YC3786(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通盛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的 道 路 运输证 丢失，营 运 证 号 ：

370682913587号，车辆号牌鲁FDT131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顺盛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的 道 路 运输证 丢失，营 运 证 号 ：
370682906741号，车辆号牌鲁YD923挂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天时物流有限公司的道

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316043

号，车辆号牌鲁YC5693(黄)，现予以声

明作废。

●由于本人周正宇保管不慎，将
2021年3月在烟台中升汇迪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购车定金收据丢

失，收据内容：交款单位：烟台中升汇

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据金额
(大写)：两万四千元整；本人声明原“购

车定金收据”作废，并承诺负责由此引

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公告

经公安机关

证明，于2019年4

月9日，在海阳市

辛安镇前黄塘村

姜寿东家门口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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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积极推进

与即墨市的海域界限划分工作

4月13日，莱阳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与即墨海洋
发展与渔业局在省海洋与
渔监督检查总队第三支队
监督下于交界水域进行了
海域界限划分和标记，双
方工作人员利用海监执法
测量仪器，按照省厅勘界
有关规定进行逐一确定点
位并固定界桩，形成一条
清晰的海域界线。海域界
限的划分进一步明确了两
市渔民海上捕捞区域，规范
了海上捕捞行为，厘清两市
渔民越界捕捞纠纷所应负
的相关责任。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
获悉，为帮助家长解决下午正常
下班时间与接孩子时间不衔接的
实际困难，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
展，近日，该局下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义务教育学校校内课后延时
服务工作的通知》，就进一步做好
义务教育学校校内课后延时服务
提出明确要求。

拓展服务对象范围，将校内
课后延时服务从小学延伸到初

中，做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需
求的学生全保障。学生和家长可
根据实际情况自愿参加。

延长课后服务时间，义务教
育学校在正常上课日的下午放学
后进行校内课后延时服务。学校
延时服务结束时间：4月至9月底，
城区小学一般不早于17:20，城区
初中一般不早于17:50；10月至次
年3月底，城区小学一般不早于
16:50，城区初中一般不早于17:
20。农村学校、城郊学校及每天实

行校车接送的学校可以参照上述
时间，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季节
变化等因素做出适当调整。

优化服务内容和形式，要求
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
况，指导学校因校制宜调整优化
服务内容和形式。各学校要充分
发挥校舍、场地、师资、课程资源、
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坚持五育并
举，注重因材施教，认真研究和丰
富校内课后延时服务的内容和形
式，制定课后服务计划要具体到

每学期、每月、每周、每天的安排。
在做好对学生作业指导管理的基
础上，积极开展德育、体育、美育、
劳动教育以及读书、科普等有利
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教育服务活动，努力满足学生
成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增强
服务的吸引力，努力解决家长下
班时间与接孩子时间不衔接的问
题，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以及
参加校外托管、培训辅导的家庭
经济负担。各学校可探索“学校+

家委会”“学校+志愿者”“学校+第
三方”等方式提供服务。严禁以课
后延时服务名义组织集体文化课
教学或补课。

烟台市教育局要求各区市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建立和完善激
励机制,让教师能安心做好课后
延时服务工作，要加强安全管理，
确保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欢迎广大家长和全社会积极支
持、参与并监督课后服务工作，促
进学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烟台校内课后延时服务延伸至初中
城区小学一般不早于17:20，城区初中一般不早于17:50

海阳销毁近1吨假冒伪劣商品
假冒“海之蓝”酒、假“打手”瓜子、伪劣辣条等货值10余万元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隋雅斌) 从
假冒“海之蓝”酒、假“打手”瓜子
到伪劣辣条，再到过期药品……
14日，在海阳瀚蓝(海阳)固废处
置有限公司，近一吨重的假冒伪
劣商品随着机器的运转被集中
销毁。

本次销毁的假冒伪劣商品
主要是海阳市场监管局自2020
年以来在履行市场监管职责过
程中查缴的，与群众安全与健康
密切相关的假冒侵权食品、不合
格药品和过期食品等，种类包括
食品、药品、保健品等20余种近1
吨，货值金额10余万元。

“本次对假冒伪劣商品进行
集中销毁，是推进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行动的重要一环，既增
强群众自觉抵制假冒伪劣商品

的意识和识假防骗能力，同时也
有效打击了不法商贩，震慑不法
分子，优化消费环境，维护广大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海阳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为
契机，通过日常监管、专项整治、
监督抽验和投诉举报等方式，推
进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营造全社
会打假、识假、拒假的良好氛围。

莱阳警方开展小案侦防专项行动
多名小偷小摸惯犯被抓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江雨亭 刘
建鹏) 记者从莱阳市公安局获
悉，在教育整顿活动中，莱阳市
公安局立足本职岗位，坚持教育
整顿活动与公安工作有机结合，
开展小案侦防专项行动，连续破
获多起侵财类案件，最大限度挽
回群众损失，实现教育整顿活动
与公安主体工作双提升、双促
进。

4月5日，莱阳市区某医院停
车棚发生一起电动车被盗案。马
山路派出所民警对盗窃现场进
行细致勘查，发现一名嫌疑人。
围绕嫌疑人体貌特征，办案民警

开展工作，确定今年2月份以来
发生在该院的3起电动车、自行
车被盗案均是该人所为。经串并
案，锁定嫌疑人赵某(男，63岁，
谭格庄镇人)。4月9日，民警将嫌
疑人赵某在其家中抓获。目前，
赵某已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
事拘留，被盗电动车、自行车已
经全部追回。

4月2日，莱阳市羊郡镇一村
民家中被盗现金14000余元。民
警勘查发现嫌疑人作案手法“老
练”应该是一个惯犯！4月8日7
时许，民警成功将嫌疑人刘某在
其家中抓获。目前，刘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被盗钱财正在进一步追缴
中。

3月20日，市民谢某报警称，
其在网上花2000余元购买的化
妆品快递包裹在小区快递临时
代收点被偷。文化路派出所民警
调看案发现场监控视频，发现一
名女子有极大的嫌疑。民警将嫌
疑人系吴某(女，26岁，莱阳市
人)传唤至派出所。经讯问，吴某
承认在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个
包裹上写着化妆品是大牌子，就
想占点小便宜，遂“顺手牵羊”盗
走。目前，吴某因涉嫌盗窃罪被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丢失包
裹已被追回。

治疗男科疾病 烟台新安有特色技术

“来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真是
来对了！”经过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一个疗程的治疗，乳山的付先
生终于治好了困扰其一年多的
性功能障碍。

据付先生介绍，他患病阳痿
能有一年多时间了，病情加重，
吃药都不管用了。他对比了好几
家，觉得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是专
业男科医院，治疗的患者多，技
术肯定差不了。

“患者满意就是对我们充分
的肯定。”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
务院长孙洪臣表示，建院20年
来，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一直把更
快更好地治好病作为前进的目
标，有数十项特色治疗技术。其
中，中西医结合新技术，效果尤
为突出。

据了解，该技术是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在历经十多年自主
研发出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中药
专方制剂：补肾养精胶囊(获省
级成果认证并取得生产批号)
的基础上，配合当前治疗早泄
等性功能障碍尖端技术，如性
功能康复新技术、TP性细胞激
活术、三维性功能障碍康复治

疗系统、无创治疗阳痿早泄的
PT新技术、第二代脱细胞生物
补片延时技术等数十项前沿技
术，发挥中西医治疗阳痿等性
功能障碍的优势，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让治疗更有针对
性，而且能修复受损生殖细胞
使其恢复活性，激发人体性潜
能，效果突出。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于4月1
日-30日，推出“春日健康行动”：
网上挂专家号仅需1分钱，男科
检查仅需30元，治疗最高援助
1000元，咨询电话：6259333或搜
索微信公众号：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

毓璜顶北路4月17日-18日全封闭施工

本报烟台4月14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王为超) 记者
从烟台市城管局市政养护中心
了解到，因道路改造施工，市区

毓璜顶北路(南大街——— 毓璜顶
东路)4月17日-18日全封闭，请过
往车辆提前规划行程，选择南大
街、毓璜顶东路或焕新路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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