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道疏通

●疏通下水道洁具改装6342417

招生培训

●工程师会计职称代评18660045321

综合商讯
●长期批发回收外贸品牌服装13355359115
●有好项目寻合作13280902563

车辆信息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高价回收
●高价回收空调旧货13153513131
●收酒店蛋糕设备库存13625458979
●收酒店蛋糕制冷小吃设备13356949905

扑克麻将

●教扑克麻将绝技13589886600

招商合作
●诚邀加盟合作 13256989969

出国劳务

开锁服务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6701110
●钧成开换锁（公安备案）专业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222221

家电维修
●空调移装、维修、清洗6669110

电脑维修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征 婚

家电专卖
●格力空调电器专卖6281866

搬家服务

●东方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厂6838667
●金顺搬家免费咨询：400-0535-822

手工活加工

家政服务
●信姐家政保洁月嫂保姆6261824

遗失声明
●赵仁哲不慎将大学毕业证遗
失，毕业证书编号为942520672，
毕业学校为延边大学，声明作废。
●现有购房收据丢失，姓名：杨
福磊 合同编号：130730110029 收
据代码：237061291201 收据号码：
00083432 房号地址：福山区梧桐
路198号万科假日润园3座1单元
11层1101户，声明作废！
●曲冬青丢失特种作业操作证，
证件号，T370612198101143018，声
明挂失。
●烟台开发区勇哥果蔬经销处
遗失税务发票领购薄一本，税
号370285197411252916FO，声明
作废
●平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烟台
分公司幸福中路营业部遗失保
单 一 份 ， 保 单 号 为
P100810014012533，遗失联次为第
三联(银行留存联)，声明作废。
● 鞠 俊 超 ，身 份 证 号 ：
370602198210171613与烟台芝罘万达
广场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芝 预 字 第
130403020069号(万达广场A地块大
商业区A1、B1、C1、D1A1写字楼单元
第17层1718号、1719号房)2份合同原
件丢失，声明作废。

●生儿女健康咨询18854555522李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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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实用资讯，服务市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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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招聘35名特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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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3日出生的游客

元旦可免费游动物园

进口机动车登记检验

1月1日起取消

根据国家、省、市各项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拟由蓬莱市保安服
务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 5名特
勤人员，派遣至蓬莱市公安局巡
警大队承担防暴应急处突等工作
任务。

招聘范围和条件是：拥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
权利；具有烟台市常住户口，男性，
年龄在20至25周岁之间，具有高中
及以上文化程度 (退伍军人学历不
限 )；有防暴、处突等专业技能特长
的退伍军人或专科以上体育大学
武术、散打专业毕业生，年龄可放
宽到28周岁；身体健康，体形端正，
外观无明显疾病特征，无影响面容
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无色觉异
常，无文身，无肢体功能障碍，无传
染性疾病，双眼矫正视力均在 0 . 8

以上，身高赤足不低于1 . 72米(退伍
军人身高赤足不低于1 . 70米)。

报名时间：2015年1月5日至1月
6日上午8：3 0-1 1：0 0，下午1 4：0 0-
16：30，报名地点：蓬莱市保安服务
公司 (蓬莱市海市路与北关路交叉
口)。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元旦临近，为保障广大旅游者的
安全，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烟台市旅
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公布了投诉热线，
提醒各旅行社及广大市民在出游时
要注意安全，文明出行。

烟台市旅游局假日总值班电话：
0535-6246929；烟台市旅游咨询电话：
12301，按“1”咨询；烟台市旅游投诉
电话：12301，按“2”投诉；烟台市旅游
质监所短信投诉电话：18906386667；
烟台市旅游质监所电话：6270842；微
信投诉：烟台旅游质监 ( 微信号：
ytlyzj)。

本报记者 李凝 通讯员 盖
颖 梁立丽

记者从烟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了解到，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进
口机动车登记检验。今后，当地交通
管理部门凭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签发
的《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办理
进口机动车注册登记。

本报记者 王永军

记者获悉，在新年到来之际，南
山公园将奉上精彩纷呈的游园活动，
有抽福蛋活动，有设许愿墙抽取幸运
游客的活动，还有精彩的歌舞节目
等。

此外，凡是阳历生日在1月1日-3

日的游客，在元旦三天小长假期间，
可凭身份证或户口簿免费游动物园。

本报记者 李凝 通讯员 马瑢

元旦春节期间

图书馆有文化惠民活动

29日，记者从市图书馆获悉，元
旦、春节期间，市图书馆将推出六项
文化惠民活动。

六项活动分别是：1月1日-3日，
烟台图书馆一楼办证处举行数据库
阅读卡赠送活动，现场赠送中国知
网数据库阅读卡；1月1日-15日图书
馆多功能展厅举行艺舟书画院书画
作品展；1月17日-2月4日图书馆多功
能展厅举行烟台市珍贵古籍联展；2

月6日-3月6日图书馆多功能展厅举
行迎新春馆藏书画展；2月19日-21日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图书馆一楼
办证处举行第七届迎新春读书有奖
活动，每位读者每天可抽奖一次，中
奖者登记后可领取奖品；3月5日(农
历正月十五)下午，烟台少年儿童图
书馆院内举行第十六届迎新春小读
者灯谜会，展出500个谜语，前200名
猜对谜语的小读者，可领取一份精
美奖品。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根据《山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员实施办法》(鲁人发[2006]23号)、

《烟台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
细则(试行)》(烟人 [2007]58号)规定，
2014年龙口市卫生系统市直事业单
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25

人，其中市人民医院18人，市中医医
院5人，市第二人民医院2人。

报名时间：2015年1月5日8：30-1

月7日17：00。
审核时间：2015年1月5日13：30-1

月8日12：00。
报名及考务查询网址：http：//

www.lkrc.gov.cn/(龙口人事人才网)。
如该网站因故障不能正常运转，请登
录备用网站http：//www.lkws.gov.cn/
(龙口卫生网)。

本报记者 苑菲菲

龙口卫生系统事业单位

招聘25名高层次人才

烟台毓璜顶医院骨外科设有关
节外科、脊柱外科、创伤骨科、手足和
显微外科，经过多年发展，整个骨科
的临床和科研综合能力步入省内先
进行列。

创伤骨科技术和显微外科技
术达省内先进水平，脊柱内窥镜技
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而关节镜外
科，如关节镜下膝关节交叉韧带重
建、关节镜下半月板缝合、关节镜
下骨软骨移植及肩、踝、肘和髋关
节镜手术填补了省内空白，达到国
内领先水平。

本报记者 宋佳

毓璜顶医院骨科

步入省内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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