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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得得三三胞胞胎胎却却让让医医疗疗费费愁愁坏坏了了
看到报道后好心人纷纷捐款相助，目前仍缺15万元救命钱

老二打一针3000多元

顶父亲一个月工资

中午11点多，毓璜顶医院餐厅
工作人员逐个房间询问有没有需
要订午餐的，当问到张玉凤时，柳
怡说，她现在刚排气，要少吃点有
营养的流食，给她点个小米粥、鸡
蛋羹就可以。

当工作人员询问柳怡吃什么
时，身材有些发胖的柳怡说，“我吃
两个馒头就可以了。”随后工作人
员询问是否需要蔬菜时，柳怡说，
家里带的咸菜还没吃完，对了，你
们的馒头多大一个？

事后，记者才了解到，柳怡为
姐妹仨交上的住院费已几近赤字。

“在不亏着妻子的情况下，要少花
钱。”柳怡说，老二身体不好，必须
要打一种针，这种针每针就3000多
元，相当于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不管前面的路多坎坷，相信只
要你我搭把手，三姐妹的路不会太
难走。如果您愿意、也有能力帮助
这个家庭，帮助这三姐妹渡过难
关 ，您 可 以 与 记 者 联 系 ：
15063831079，也在此公布柳怡个人
账号：6225885357102748(开户行：招
商银行烟台分行南大街支行)。

本报记者 宋佳

海阳“牛奶白黄瓜”

将进驻烟威银座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吕连兴 阎婷) 果蔬

会被瞄准，经实地考察后，合作社
收获十万元订单。12日，海阳市福
民果蔬专业合作社与银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烟威区采购负责人刘
振宁签下十万元订单，海阳“牛奶
白黄瓜”将进驻烟威银座商场。

“就在前不久的烟台果蔬会
上，刘先生对我们的‘牛奶白黄瓜’
产生了兴趣。”福民果蔬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李振华说，“牛奶白黄瓜”
当真是用牛奶浇灌的，鲜美清脆的
口感让刘振宁当即与合作社签下
合作协议，福民果蔬合作社将长期
为烟威3家银座商场供应“牛奶白
黄瓜”。

“保守估计，3个店一天供应白
黄瓜至少得500斤，一年就能销售
白黄瓜十几万斤。”李振华说这次
合作签订了十万元的订单，不仅给
合作社增加一笔大单，也让“牛奶
白黄瓜”走出了海阳。

足不出门

就可拿到营业执照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永
军 ) “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营业
执照。”15日，记者从芝罘区工商局
了解到，为了方便市民，工商部门
上门服务，为万达业户办理营业执
照，避免了市民多跑腿，拿到执照
也变得更加便捷。

芝罘区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万达广场项目是
芝罘区重点项目。考虑到里面的不
少业户都是外地的，对烟台本地也
不熟悉，办理营业执照十分麻烦，
就组织工作人员现场办公。

该工作人员说，只要业户提交
资料后，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
网上登记，审核通过后当天就可以
拿到营业执照，而在过去，可能需
要半个月。从9月中旬到现在，已经
为62户办理了营业执照。据了解，
今年以来，芝罘区范围内一周受理
的个体工商户就有400多户。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宋佳 ) 近日本报持续发布三
胞胎近况，引发市民关注。15

日，从毓璜顶医院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了解到，目前姐妹三人
情况均不稳定，等待她们的将
是巨额的治疗费。三胞胎的报
道见报后好心人纷纷伸出援
手，目前仍缺15万元救命钱。

“为什么我们的宝宝一个
都没回来，我想她们了。”15日，
在毓璜顶医院产科病房里，躺
在病床上的产妇张玉凤一句话
让欢声笑语的病房骤然充满伤
感，笑声戛然而止。

短暂伤感之后，婆婆高女
士忙安慰说，你现在身子虚，喂
不了她们，等你好了，她们就回
来了。张玉凤听后高兴地说，看
着临床的产妇都已经抱着孩子
出院了，心里还真是有些着急。

记者从从毓璜顶医院新生
儿重症监护室了解到，目前姐
妹三人情况均不稳定，等待她
们的将是巨额的治疗费。丈夫
柳怡一直都没有将孩子的情况
告诉张玉凤，他说，“20万能换
回孩子的性命也值了，现在已
经开始四处借钱了。”

“去年结婚、买房子借了不

少钱。”柳怡说，再张嘴问亲戚
朋友借，最多也就能借来5万
元，剩下这15万的缺口真是压
得他喘不动气。柳怡总是在走
廊里打着电话询问亲朋好友没

有宽裕的钱先借来用用。
今天有几位好心人看到报

道后到病房来探望张玉凤，先
后有5人捐出1650元。“如果有
好心人愿意先借点给我救救孩

子，我愿意打借条，慢慢打工
还。”柳怡说，愿姐妹仨圆满，一
个也不要少，不甘心因为钱耽
误了治疗，要不自己会愧疚一
辈子的。

烟烟台台创创业业大大赛赛决决赛赛

即即将将拉拉开开帷帷幕幕
14名创业者齐聚烟台一决高下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苑
菲菲) 15日上午，来自烟台各
县市区的14名经历了预赛和复
赛的创业者，齐聚烟台广播电
视台演播大厅内，为17日即将
举行的烟台市2014创业大赛决
赛进行彩排。决赛分为三个打
分环节，最终一等奖得主将获
得5万元现金奖励。据悉，这是
烟台市第二届创业大赛。

“2号选手不要总是歪头”
“3号选手别老是低头看话筒，
要面向观众”……15日上午，在
彩排现场，导演不断提醒着上
台演讲的选手们各种注意事
项。此次创业大赛决赛参赛选
手共14人，来自烟台市各县市
区，各自都有在工商登记注册
的企业，其中女性参赛选手1

人。
此次比赛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先播放选手准备的
VCR，然后选手个人进行2分
30秒演讲，之后评委会就选手

企业的发展提出相关问题，之
后由评委综合选手表现和企
业发展前景进行评分；第二环
节是知识问答，为此次创业大
赛新增环节，选手答题后由评
委评分；第三环节为大众评审
环节，30名大众评审手举点赞
盘依次上台，将点赞盘投给自
己喜欢的选手。

据烟台市人社局创业指
导科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创业大赛主要考查的是选手
们的综合素质和企业的发展
前景，以及选手的创业对就业
的带动作用和对社会的贡献
等。新增的知识问答环节，题
目是由评委老师们从日常教
学过程中选出的一些案例，这
些案例都是企业在发展过程
中会遇到的各类问题，比如营
销问题、市场调查问题、企业
管理问题等。彩排时的问题和
正式比赛时的问题不一样，但
类型都是差不多的。

莱莱州州市市病病死死畜畜禽禽无无害害化化

处处理理中中心心建建成成点点火火试试机机
单班设计处理能力8吨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静) 记者从莱州市畜牧局
动物卫生与产品质量监督所
了解到，9月末，莱州市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正式建
成点火试机，如今运转正常，
下一步通过专家验收后，将
正式运营。

“处理中心运转的半个
月以来，已经陆续处理了部
分病死畜禽，运转正常。”动
监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9

月 2 9日，莱州市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中心正式建成点火
试机后，中心开始试运行。下
一步通过专家验收后，将正
式运营。

“采用企业委托处理中心
的模式，出现病死畜禽，上门
收集，运回后集中处理。”动监
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处理中
心与养殖企业签协议，以中心
为圆心，辐射范围内养殖厂，
直接上门处理。对于一些偏远

的乡镇，则设置收集点，养殖
户将病死畜禽送到附近收集
点，然后由处理中心统一处
理。

据了解，该中心占地8亩，
设置动力配备区、尾气处理
区、焚烧区、高温化制区、兽医
卫检及消毒区、沼气发酵区和
污水处理区等七个功能区，建
有焚烧炉无害化处理流水线
和高温高压化制无害化处理
流水线各1条，单班设计处理
能力8吨。

莱州市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中心由政府主导，企业运
作，畜牧部门监管，莱州市食
品有限公司投资1200万元，历
时1年多建成。该中心的建成
运行，将进一步推进莱州市生
猪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
处理补助政策的贯彻落实，达
到防止疫病传播、减少环境污
染、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保
障公共卫生安全的目的。

本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刘清源 ) 记者从市招考中

心获悉，2015年研究生报考烟
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报名点
工作安排出台，往届及其他考
生11月10日起确认，烟台设6处
考研现场确认点，往届考生只
接收户籍或工作单位在烟台市
(包含各县市区)的考生报考。

按照要求，烟台报考点只
接受驻烟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
生报考；往届考生只接收户籍
或工作单位在烟台市(包含各
县市区)的考生报考(暂无工作
单位的往届及其他社会考生，
须到户口所在地报考)。办理人

事代理部门档案挂靠但户口不
在本地的往届考生，须选择户
口所在地报考。

市招考中心分别将在鲁东
大学、烟台大学、山东工商学
院、滨州医学院、海军航空工程
学院设立报名确认点，为在校
考生提供信息采集、现场确认
服务，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以
各校研究生处(院)通知为准。
现场确认时间各类考生有所不
同，海都学院应届毕业考生现
场确认时间为11月12日上午(8：
30-11：30)，南山学院应届毕业
考生现场确认时间为11月13日
上午(8：30-11：30)。

往届及其他考生(其他驻
烟高校应届本科毕业考生、户
籍或工作单位在烟台的往届考
生)的现场确认时间为11月10

日-14日，上午8：30-11：30，下
午1：30-4：30。现场确认地点
为，烟台市毓璜顶宾馆二楼会
议厅(地址：烟台芝罘区毓璜顶
西路17-3；公交线路：7路、23

路、58路、82路)

现场确认时，烟台户籍的
往届考生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
证、毕业证书原件、能够证明考
生烟台户籍的户口簿(含集体
户口的相关内容原件)、网报序
号；在烟台工作但非烟台户籍

的往届考生须携带本人二代身
份证、毕业证书原件、网报序
号、本人劳动合同原件、所在工
作单位营业执照 (可为复印
件)、另需上交一份所在工作单
位出具的工作证明(注明考生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起
止时间、工作种类、工作表现情
况、单位所在地址和法人代表
姓名等内容)，证明要加盖单位
公章 (各级、各类用人单位均
可)，并由法人代表签字确认；
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
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
构进行认证，须将认证报告上
交报考点核验。

烟烟台台设设66处处考考研研现现场场确确认认点点
往届及其他考生11月10日起确认

听说生了三胞胎，病房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照片。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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