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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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证明孙树松(身份证号 :

370622197606215636)于2008年8月21

日购买烟台南尧置业有限公司开

发的位于盛尧街101-8号房屋一

套，建筑楼号三期2-1-8，合同编号:

464#，缴房款总额634032 . 17元，收据

原件丢失，声明收据作废。特此证

明!

●烟台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慎丢失公司公章，财务章，

合同专用章，登报声明，特此证明。

●莱阳市天时物流有限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317022号，车辆号牌鲁YD686

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宏财土石方工程有

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

号：370682907955号，车辆号牌鲁

FAG212(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公告
经 公

安 机 关 证

明，于2020
年10月3日
11时许，在

龙 口市徐

福 街 道 埠

子后村张志良家门口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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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智慧领域小区18～21、23～

26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意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

牟平区牟山路460号18～21、23～

26号楼的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

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

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1

年4月16日至2021年4月25日在牟

平区智慧领域小区售楼处一楼

公示墙进行测绘成果公示。我公

司恳望各位业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于公示期内认真核对各

房产的现状、位置、边长数据是

否相符，核对无误后请签字确

认；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实

及签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

认同本次测绘数据。对确认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公示

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 5 3 5 - 4 2 6 0 9 0 1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

限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1年4月20日

本报烟台4月19日讯(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姚鑫月) 清
风徐来，春暖花开，是时候来一场
研学旅行了。为满足广大中小学
生研学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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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打造全域旅游建设，加强
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今年蓬

莱区推出“行走蓬莱”研学活动，
促进书本知识和旅行生活的深度
融合，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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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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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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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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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21年元旦当天，“行
走蓬莱”研学旅行举行首游式，
推出“出发吧,船长！海上丝路历
险记！”精品线路，在家长代表的
见证下，五位小学员重走“海上
丝绸之路”，度过了欢声笑语、激
情挑战、学识满满的一天，受到
孩子和家长的一致好评，社会反
响火热，开启了蓬莱研学旅行的
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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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行中学，学中游，拓宽旅游广
度，挖掘研学深度，打造研学旅行
市场中的“蓬莱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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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进行线上填写报名，亦可
拨打咨询电话17616088676张女
士。

两条研学线路总有一款适合娃
让孩子在体验中收获知识，快来报名参加“寻觅仙踪”精品研学旅行

婚期临近查出前列腺炎

“新安”显身手不误吉日

“医生，半个月能治好(前
列腺炎)吗？”近日，海阳的夏
先生一进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前列腺专家屈衍主任的诊室
就问。不急不行，再过半个月
就是夏先生选定的结婚吉日。

据夏先生介绍，最近正忙
着筹备婚礼事宜，到当地医院
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患上了
前列腺炎。夏先生就想着在结
婚前把前列腺炎治好。因为时
间太紧，去了几个地方，都没
有把握。最后，多方打听，来到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尽管我们治疗前列腺炎
很有把握，但是病情不一样，
治疗的时间也不一样。”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屈主任表示。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专业治疗前
列腺炎20年，经验丰富，拥有
数十项特色治疗技术，特别是
有被称为治疗前列腺炎“金刚
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技术。

据了解，该技术是将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经过十多年，研
发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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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引进
的数十项代表前列腺治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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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
够使药物顺利突破前列腺脂
质包膜，而且可以根据不同患
者的不同病因，量身制定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使治疗更有针
对性，效果更好。更为重要的
一点是，在杀灭前列腺炎致病
病原体的同时，不仅能修复受
损组织，还能激发人体机能，
激发潜能，有效避免前列腺炎
复发。

经过几天的治疗，夏先生
尿频、尿急的症状已经消失。
夏先生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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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学生会工作的体会

承蒙学院领导及老师的信任，大学
这几年我在学生会工作了过一段时间，
主要有以下几点心得体会。

一定要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大家都知
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热爱这个岗
位，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潜能，全身
心投入到学生会的具体工作中。也只有喜
欢这项工作，才能努力克服工作期间各种困
难，并持之以恒地做好老师交办的每一项任
务，更好地服务学校、服务老师、服务同学。

但只有热情是不够的，学生会工作
还应关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不是没
有道理的。实际工作中，不管是学校组织
的大型活动，还是有同学提出的诉求或建
议，以及大家关注的点滴小事，都应该认
真对待并积极处理。要守正笃实，久久为
功，逐步把学生会工作推向深入。

另外，学生会工作中还要勤于沟
通，善于换位思考，努力搞好各部门及
班级间的团结。积极探索促进工作的
方法，努力营造良好向上的团队氛围，
促进学校各项工作不断创造佳绩。

青岛滨海学院 赵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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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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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二报名入口

线路一报名入口

2021年烟台市口腔卫生工作会议暨口腔健康管理培训班顺利召开

本报烟台4月19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李丹丹 王茜玮)

4月15日，烟台市口腔卫生工作
会议暨口腔健康管理培训班在东
山宾馆顺利召开，FDI世界牙科联
盟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荣文笙、中
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副秘书长郑树
国、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副秘书长
马莉莉以及烟台市政府、烟台市卫
健委、烟台市教育局、烟台市财政
局等相关领导出席本次会议，来自
烟台市及各县市区的近百名口腔
工作者参会。

会上，烟台市牙病防治指导中
心主任、烟台市口腔医院院长柳忠
豪对2020年全市口腔卫生工作进
行全面总结，并安排部署了全市
2021年度口腔卫生工作任务。柳忠
豪院长指出：2020年烟台市各级口
腔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前提下，稳中求进，攻坚克难，完成

各项工作指标，积极创新牙防模
式，逐步完善“市、区、街乡、村居”
四级牙防网络体系，规范和提升烟
台市基层儿童口腔专业医务人员
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口腔健康
宣传教育工作不断创新。

随后芝罘区卫生健康局、牟平
区口腔医院、蓬莱区卫生健康局、市
卫生健康委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分别
就口腔卫生工作管理、窝沟封闭项
目开展、口腔健康宣传教育、口腔疾
病预防控制做经验交流。大会还对
2020年度烟台市口腔卫生工作组织
先进单位、优秀定点医疗机构和先
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授予芝罘区卫
生健康局、牟平区卫生健康局等6个
单位为组织先进单位，烟台芝罘医
院、牟平区口腔医院等6个机构为优
秀定点医疗机构，朴智、季春娇等30
名同志为先进个人。

会后，郑树国教授和荣文笙教

授分别就“口腔遗传病与罕见病之
我见”“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教育
核心信息”进行了精彩授课。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副秘书
长郑树国对烟台市口腔医院在市
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促进方面
的探索和推动给予了高度肯定。

“这些工作烟台走在了全国的前
列，也希望今后能在东西协作和区
域协调发展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作为烟台市牙病防治指导中
心，烟台市口腔医院自2013年连续组
织召开全市口腔卫生工作会议，积
极促进各县市区交流协作，并邀请
专家来烟讲座、培训，提高全市口腔
专业人员水平。烟台市牙病防治指
导中心将认真落实新时期卫生与健
康工作方针，紧紧围绕疫情防控与
全市卫生健康中心工作，聚焦“健康
烟台”建设，展现口腔健康工作新作
为，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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