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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雇雇人人砍砍222255棵棵杨杨树树后后玩玩““失失踪踪””
警方网上追逃让嫌疑人“现身”，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王光发 蔡
琛) 数百棵树突然被人伐没
了。近日，烟台市森林公安局接
到市民举报称，牟平区姜格庄
街道汉河大桥东岸大量杨树正
遭砍伐。经查，臧某未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证便雇人擅自砍伐
225棵杨树，目前臧某已投案自
首，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介绍，10月28日傍晚，烟
台市森林公安局接到报案称，
有人正在牟平区姜格庄街道汉
河大桥东岸大量砍伐杨树。

“警情即是命令，那天正好

是周六。”市森林公安局民警
称，将线索向领导汇报后，多名
办案民警连夜赶往案发现场。

民警称，经现场勘查，现场
被伐杨树共计225棵，立木蓄积
50 . 8086立方米。据现场伐树工
人供述，他们是一名“臧老板”
雇佣砍伐杨树的，“臧老板”当
时不在案发现场。

经侦查，工人口中的臧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其在未办理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
他人擅自砍伐杨树，涉嫌滥伐
林木。

民警告诉记者，案发后，臧

某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臧
某和警方玩起了“失踪”。于是，
烟台市森林公安局果断启动网
上追逃程序，对嫌疑人臧某网
上追逃。

日前，嫌疑人臧某迫于巨
大压力主动来到森林公安局投
案自首，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森林公安局民警介绍，采
伐林木前，一定要向当地林业
主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并
按许可证规定的地点、期限、树
种、林种、面积、蓄积等进行合
法采伐。

蒙蒙面面男男子子连连抢抢33名名单单身身夜夜行行女女
开发区警方凭一条商场消费记录抓获嫌疑男子

本报11月23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王玉宾) 11
月9日、10日、11日，三名独身行
走的女子遭遇蒙面男子抢劫和
抢夺。烟台开发区警方立即对
三起案件串并调查，经过缜密
侦查发现，王女士被抢走的购
物卡在烟台某商场有新的消费
记录，民警锁定并抓获嫌疑男
子。该嫌疑人已被开发区警方
刑拘。

2017年11月10日22时，家
住开发区某小区的王女士从商
场购物回来，在自家楼下等电
梯时，被一戴棒球帽的蒙面男
子抢劫，抢走某商场购物卡一
张。随后，王女士报了警。

接警后，开发区公安分局
福莱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事发
现场展开调查。据王女士讲，自
己正在等电梯的时候被一蒙面

男子拦住，对方声称只要钱不
伤害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
一向胆小的王女士吓坏了，看
着眼前魁梧的高个蒙面男子，
王女士吓得瘫坐在地上，乖乖
地把随身携带的一张某商场的
购物卡交给对方。

民警发现11月9日晚上，家
住开发区的一名女子去福山区
亲戚家送东西，当她步行进入
楼梯，行至2楼楼梯口时，也是
被一蒙面男子尾随拽了包就
跑，好在女子没受伤。随后，在
11月11日晚上，福山区某小区
楼道里，一女子下晚班回家，在
地下停车场停好车习惯性地走
楼梯上楼时，在一拐角处被一
蒙面男子扑上来摁倒在地，抢
走身上约500余元现金后逃走。

连续三天密集发案，且案
情如出一辙。办案民警遂串并

对比类似案件，经综合分析判
断，连续发生的三起抢劫案，嫌
疑人均为同一男子，且该男子
作案时驾驶一辆红色摩托车，
穿红色外套，戴口罩，戴黑色棒
球帽。

民警经过缜密侦查发现，
11月11日，王女士被抢走的购
物卡在烟台某商场有新的消费
记录。民警立即赶往消费场所
查询监控，结合之前的侦查结
果，民警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
在烟台汽车西站附近频繁活
动。

民警随即在汽车西站附近
展开蹲守，11月12日14时许，犯
罪嫌疑人饭后骑红色摩托车进
入民警蹲守范围，抓捕的时机
稍纵即逝，办案民警立即出动，
最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赵
某。

华华海海保保险险烟烟台台中中支支走走进进辅辅读读学学校校
开展“关爱儿童 与爱同行”公益捐赠活动

本报讯 11月22日，冬日的
阳光格外温暖。华海保险烟台中
支在“第二届客户服务节”开展
之际，再次来到烟台芝罘区辅读
学校，开展主题为“关爱儿童
与爱同行”公益捐赠活动。

烟台芝罘区辅读学校是一
所专门从事智障、残障孩子教育
的特殊学校。当日下午，华海保
险烟台中支副总经理刘松林组
织职工代表将精心挑选的篮球、

100余册图书、100套文具、绘画
图册、书包等学习、体育用品送
到学校，受到师生的热情欢迎。
在随后简短的捐赠仪式上，他们
和孩子们一起跳舞，一起做“彩
虹心”手绘活动，期间孩子们的
脸上一直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华海保险烟台中支副总经
理刘松林表示，一份爱心虽然
微不足道，但表达了烟台中支
全体员工对辛勤耕耘在特殊教

育一线老师的敬意，表达了对
辅读学校孩子的一份牵挂，是
以实际行动答谢社会各界对华
海保险品牌的信赖、关心与支
持。华海保险一直秉持“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每年客服
节公司各地分支机构都会开展
公益捐赠和扶贫活动，通过社
会公益活动践行华海保险“敬
天爱人、同舟共济、专业高效、
包容分享”的核心价值理念。

建建行行““慧慧兜兜圈圈””，，把把智智慧慧商商圈圈装装进进口口袋袋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深
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用
移动支付代替实体银行卡支
付。移动支付市场逐渐形成了
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首的

“扫码派”和以银联支付为首
的“闪付派”。中国建设银行“慧
兜圈”项目正式上线运营,整合
了微信、支付宝、ApplePay、龙
支付、银行卡等多种支付方式,
在方便消费者支付的同时,也
给收银员减轻了压力。

“慧兜圈”是建设银行应
用互联网技术，依托O2O移
动互联电子商务模式，为商
户打造的集收单结算和营销
管理于一体的智慧平台。它
包含聚合支付结算、对账单
管理、会员管理、多渠道营销
宣传、消费场景获客、大数据
融资支持六大功能优势，建
行慧兜圈智能POS可以整合
微信、支付宝、Applepay、建行
龙支付、银行卡等多种支付
方式,甚至可以做到一码多
付,慧兜圈的后台可以整合各
种支付方式的账目,商户可以
随时查看各种渠道账单,而且
可以自己设定优惠政策,将优
惠信息第一时间精准传递到
客户的手中。不仅如此,商户
管理平台可以帮助用户实时
掌握店铺销售信息，切实解
决了商家在经营过程中所遇
到的团购利润被压缩、拓展
新客户成本高、多渠道收款

对账难、营销方式单一、融资
渠道狭窄等一系列问题。

慧兜圈平台将美食、购
物等商户分类入驻，给商户
提供了一个展示形象、发布
信息、进行门店数据管理的
商圈平台，消费者关注“慧兜
圈”后，定位所在城市，可以
方便快捷地获知商家优惠信
息，领取优惠券，并在消费时
享受自动折扣，从而更高效
地满足消费需求。

慧兜圈平台发放优惠券
成为一大亮点，建行烟台分行
已发起多次优惠活动，如保利
MALL活动、三站市场活动、与
烟台文广新局合作的文化惠
民活动等。都引起市民强烈反
响，累计参与活动人数达到数
万人。其中“百城万店五折惠”
活动影响最为广泛，百城万店
活动是从2017年10月9日至
2017年12月12日，历时88天，建
行卡持卡客户(包含信用卡和
储蓄卡)及龙支付用户在指定
慧兜圈商户，使用建行卡(插刷
卡、非接即挥卡、手机PAY、手
环PAY)或龙支付消费的，即可
享受单笔优惠最高50元的优
惠。(每人每周优惠服务限使用
最高50元、最高30元、最高10元
各1张)。活动一经推出，就引发
了全市人民的参与热情，参与
人数已逾两千人，为支付市场
吹来了一股新风，开拓了聚合
支付的新渠道。

苦苦心心求求子子四四载载，，梦梦圆圆送送子子鸟鸟医医院院

“虽然吃了不少苦，总算
如愿了，一切都值得！”昨日，
在送子鸟医院，任女士摸着
微微隆起的小腹被满满的幸
福所包围。

任女士告诉记者，她家
住莱州，和丈夫结婚已经四
年多，一直没能生育。到医院
检查确诊子宫颈问题导致了
不孕，医生开了不少药，让回
去调理。调理了一年，喝下了
不知道多少苦药，可一直没
有看到任何结果，这可让一
家人急坏了。为了得到正确
诊治，早日拥有一个健康可
爱的宝宝，一家人也是四处
打听。半年前，丈夫来烟台出
差看到了送子鸟医院。到医
院了解得知，送子鸟医院是
一家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的专
科医院，而且不少家庭都成
功得子了，这让看到新的希

望，回家告诉任女士，于是就
来到了送子鸟医院。

在送子鸟医院，经过详细
检查确诊，导致任女士未能怀
孕的原因是宫颈管闭锁与狭
窄、盆腔粘连等诸多病症。针
对任女士的病情，送子鸟医院
的专家团队为任女士采用“生
育镜”诊疗系统进行治疗。

据送子鸟医院王主任介
绍，该技术是指由宫腔镜、腹
腔镜、输卵管镜联合组成的
诊治不孕不育疾病的新型微
创诊疗技术，能根据病人不
同病因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
诊治，效果显著。

术后，任女士身体恢复
良好，又经过几个周期的药
物调理后，已具备受孕条件。
术后的第三个月，任女士就
成功受孕，如愿当上了准妈
妈。咨询电话：6666120。

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引引进进先先进进技技术术
为男性患者解除烦恼

“原本以为男性功能障碍这
些问题都是那些太不注意的男
人才会患，没想到自己这么个

‘好好先生’也遭遇这种困扰！”
近日，在新安男科医院，拿到检
验报告，朱先生仍然感到费解！

据朱先生介绍，结婚五年
多了，夫妻生活非常和谐。然而
前不久，他感觉自己的勃起比
以前慢多了，而且有几次甚至
都软趴趴的，不管怎么进行刺
激都无法勃起。朱先生决定要
好好找家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经过再三筛选选定了新安男科
医 院 ，于 是 通 过 咨 询 电 话

2996666预约了专家。
“性功能障碍是男性的常

见病和高发病！”面对朱先生疑
问，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长赵
万友教授指出，“其致病原因多
与人体的身体机能和精神心理
紧密相关。通常只要经过科学
规范的诊治都能够恢复健康！”

在新安男科医院，专家通
过3D性功能CT检测系统为朱
先生做了细致检查，进一步明
确了病因。最后根据朱先生的
情况，量身制定了治疗方案，采
用法国“爱能”性功能康复系统
为其治疗。

据了解，法国“爱能”性功
能康复系统是新安男科医院
独家引进的拳头技术，该系统
是根据国际医学界最先进的
基因—生物—心理—社会等
多种医学模式理论，吸取世界
顶尖科研专业机构联合攻关
成果，结合国际治疗性功能障
碍的成熟方案，创造性地总结
出一套治疗男性功能障碍的
科学疗法，安全无痛，不产生
依耐性，对阳痿、早泄、青少年
性发育迟缓、中老年性功能衰
退都有明显疗效。咨询电话：
2996666。

被砍伐的杨树。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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