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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蓬莱莱国国际际机机场场迎迎来来暑暑期期航航班班波波
山航、东航、南航、国航增加部分航班，首都航空开通烟台至杭州、西安航班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田南阳) 8日，首
都航空将进驻蓬莱国际机场，
将开通烟台到杭州和西安的航
班。此外近期山航、东航、南航、
国航增加部分航班，蓬莱国际
机场将迎来暑期航班波。

7月8日起，首都航空将进
驻烟台机场运营，新开烟台-

杭州、烟台-西安直飞往返航
班，航班详情如下：烟台到杭
州：每周一、三、五、七执行4班。
JD5649杭州18点5分出港，19点
45分到达烟台，JD5650烟台20

点35分出港，22点20分到达杭
州。烟台到西安：每周二、四、六
执行3班。JD5605西安18点55分
出 港 ，2 0 点 5 0 分 到 达 烟 台 ，

JD5606烟台21点30分出港，23点
35分到达西安。

6月29日起，山航新开烟台
-海拉尔直飞往返航班，每天1

班。SC8869烟台16点35分起飞，
18点50分到达海拉尔；SC8870

海拉尔13点30分起飞，15点45

分到达烟台。
7月4日起，山航新开烟台-

哈尔滨直飞往返航班，每周一、
二、三、六、七执行5班。SC8715

烟台20点25分出港，22点20分
到达哈尔滨，SC8716哈尔滨23

点10分出港，次日1点15分到达
烟台。

7月10日起，山航新开烟台
-呼和浩特直飞往返航班，每
周一、三、五执行3班。SC8725烟

台18点30分出港，20点20分到
达呼和浩特，SC8726呼和浩特
21点10分出港，22点55分到达
烟台。

7月2日起，东航加密武汉-

烟台-哈尔滨航班至每周6班。
每周一、三、五、七烟台出港时
刻为11点25分，周二及周四烟
台出港时刻为16点20分。

7月10日起，东航暑期旅游
包机航班将拉开帷幕，长白山、
唐山、赤峰、绵阳、大同、银川、
呼和浩特7条航线全面启动。长
白山航班每天1班，烟台10点20

分出港；唐山航班每周三、五、
七执行3班，烟台15点30分出
港；赤峰航班每周一、四执行2

班，烟台出港时刻为周一15点

20分，周四21点40分；绵阳航班
每周执行二、四、六3班，烟台15

点20分出港；大同航班每周一、
五执行2班，烟台19点35分出
港；银川航班每周三、七执行2

班，烟台19点25分出港。呼和浩
特航班每周二、六执行2班，烟
台21点35分出港。

7月10日起，南航将新开沈
阳-烟台-兰州航班，每天1班。烟
台至兰州出港时刻为17点15分，
至沈阳出港时刻为23点40分。

7月1日起，国航恢复武汉-

烟台-长春航班，每周一至周
六执行6班。CA8223烟台10点35

分出港，11点50分到达长春，
CA8224烟台15点45分烟台出
港，17点40分到达武汉。

本报7月5日讯 (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李秀娜 ) 为防
治林业病虫害，5日，林业部门
启动农用直升机杀虫防治作
业，对芝罘区和莱山区25000多
亩林区进行喷洒农药。据了
解，本次喷洒农药主要是严防
松树类害虫松褐天牛。

5日，在莱山区和芝罘区林
区，林业部门启动农用直升机
杀虫防治作业。林业部门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直升飞机约15

分钟起降一次，每次承载600公
斤药液，可喷洒1700亩林区。经
过 5 个 多 小 时 的 作 业 ，共 对
25000多亩林区进行喷洒农药。

“本次作业主要是严防松
树类害虫松褐天牛。”芝罘区
林业局工作人员姜善海告诉
记者，松褐天牛是松材线虫病
的主要传播媒介，松材线虫病
毁坏性很大，一旦发生，治理
难度大。因此，每年林业部门

都会通过喷药杀死松褐天牛
等方式，切断松材线虫病的传
统渠道，以达到防治松材线虫

病的作用。
姜善海告诉记者，林业部

门每年都会采取措施严防松

树类害虫松褐天牛，今年除了
本次杀虫外，本月末还将进行
一次杀虫。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张
倩倩 通讯员 邸燕) 7月3-
5日，“第二届泰山学者国际论
坛”在烟台东山宾馆举行，本
次会议经中华口腔医学会批
准，由烟台市口腔医院、滨州
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烟台市口
腔医学会共同承办，300余名全
国各地口腔工作者参加本次
研讨会，其中海内外口腔专家
30余名。

3日上午8点，“第二届泰
山学者国际论坛在东山宾馆
开幕，主题为“口腔多学科综
合治疗暨数字化技术在口腔

种植中的应用”，论坛邀请了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牙学
院、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等国际以及国内北京大学等
知名高校的顶尖专家30余名，
围绕跨学科病例的口腔综合
诊疗、数字化技术在口腔医学
综合治疗中的应用进行研讨，
还将设立骨再生为中心的材
料表面生物相容性的基础研
究专场，为口腔界同行提供了
一个与专家现场交流学习的
平台。

烟台市委、市政府一直高
度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2012年成功引进奥地利维也纳
医科大学范晓慧教授加盟烟
台市口腔医院。范教授系山东
省口腔医学界、烟台市卫生系
统第一位泰山学者海外特聘
专家。2014年通过烟台市“双百
计划”高端人才引进项目，成
功引进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
大学牙学院刘月莲教授，成为
烟台市口腔医院种植中心名
誉主任。

此外，论坛还吸引了40家
中外口腔医疗器材企业参展，
为烟台会展经济的发展起了
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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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5日讯 (通讯员
任笑依 周艺璇 记者 柳
斌) 近日，家在莱山区的李女
士在网上购物时遭不法分子

“钓鱼”诈骗，对方在电话中提
供的代码实为转账金额，李女
士被骗走8823元。

李女士称，她在网上买了
一件衣服，总共花了89元，填写
收货信息时留了自己的姓名、
电话和家庭住址。在网页显示
购买成功后，不一会儿，李女士

接到自称是商家售后服务员打
来的电话，并告诉李女士因为
支付系统存在故障，无法将钱
汇到商家那里，所以不能将服
装正常发货。

李女士觉得自己刚刚进行
了交易，就接到“商家”的电话，
因此对这个“商家服务员”没有
丝毫的怀疑，并按“售后服务
员”的建议，到ATM机进行转
账。转账过程中，对方告诉李女
士，一会儿会提供一个转账的

代码，让李女士不要挂电话。李
女士按照对方提供的账号选择
了转账，接着对方让李女士输
入代码“8823”，李女士输入代
码完成了转账交易。

约10分钟后，李女士便收
到了银行扣款短信，发现正好
被扣了8823元，这才醒悟过来，
自己被骗了。于是，马上向瀛洲
大街派出所报案，目前公安部
门已介入调查。

莱山公安在此提醒市民，

网上购物时一定要选择大型正
规的购物网站，很多小网站并
不以商品买卖为目的，而是专
门盗取消费者信息的“钓鱼网
站”；购物时要按照网站流程进
行交易，不要轻易相信陌生电
话、短信；另外不要相信陌生人
要求的转账操作，骗子的最终
目的就是要求受害人转账，发
现陌生人要求转账时，立刻敲
醒警钟，以免上了不法分子的
当。

网网上上买买衣衣服服，，被被““售售后后人人员员””骗骗走走88882233元元
民警提醒市民，被陌生人要求转账时一定要警惕

第二届泰山学者国际论坛在烟举行

开发区25、207路

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本报7月5日讯(记者 蒋大伟
通讯员 刘丽) 记者从开发区

政务中心交通窗口获悉，黄山路路
口于7月1日至7月20日封闭施工，
封闭期间区内25路、207路的线路
走向进行临时调整。

25路由SK润滑油发车，沿金
沙江路西行至与衡山路交会处右
转衡山路，沿衡山路北行至与珠江
路交会处左转至珠江路，沿珠江路
西行至与嵩山路交会处右转至嵩
山路，沿嵩山路北行至与长江路交
会处右转至长江路，沿长江路东行
至彩云城站点，恢复原线路运行。

207路由开发区公交公司发
车，沿原线路运行至金沙江路与泰
山路交会处右转至泰山路，沿泰山
路北行至与长江路交会处左转至
长江路，沿长江路西行至高鸿数码
广场站，恢复原线路运行。临时改
线期间，各线路需按规定停靠沿途
各站点。

特别注意的是，25路车在龙源
技术站上下车的乘客按在东星电
气站上下车计取票价；在科技大
厦、金城小区东门、开发区管委、天
马中心广场、高鸿数码广场站上下
车的乘客均按在金胜小区东门站
上下车计取票价。

207路车在钢格板厂站上下车的
乘客按在东星小区站上下车计取票
价；在开发区中信银行站上下车的乘
客按在东星电气站上下车计取票价；
在彩云城站上下车的乘客按在金胜
小区东门站上下车计取票价。

大叔不思悔改

无证、酒驾“三进宫”

本报7月5日讯(通讯员 姜波
记者 柳斌) 4日，莱山区50多

岁的葛大叔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交警四大队民警当场查获，实际
上葛大叔已是第三次无证、酒驾被
查了。

4日下午，葛某驾驶号牌为鲁
F37×××面包车行驶至莱山区莱
院路路口处，民警对其检查，发现
葛某无驾驶证，当场酒精呼吸检测
结果为66mg/100ml。

民警查询发现，葛某2012年12

月因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
动车、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拘
留十五日；于2013年3月因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因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因再次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行政拘留二十
日，这次已经是第三次无证、酒驾
被查了。

据了解，葛某因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再次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被罚款2000元，并处行政
拘留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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