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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田仁军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近日，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田仁军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献血聚大爱，志愿暖人间！一

滴爱心血，一生公益情。自 2 0 0 6年

开始，田仁军 1 1年共计献血 4 1次，

其中全血1 6次，血小板2 5次5 0个治

疗量，总共折合全血4 6 4 0 0m l。田仁

军不仅是一名献血志愿者，而且还

是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血浓情更浓，用爱心为生命加

油。“哪怕我献出的血只能挽救一

个病人，我也要付出 1 0 0 %的努力，

把献血这件事情坚持下去。”这个

信念一直激励着田仁军，他在用行

动诠释着医务人员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

(通讯员：宋晓玲）

这这场场雪雪牟牟平平下下得得最最大大，，雪雪深深达达44厘厘米米
多个收费站入口短暂封闭后开启，各部门数十支清雪突击队上路保畅通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
菁 赵金阳 秦雪丽 通讯员

永超 希来 其波 冯虎)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烟台全市
大部分地区都下起了雪，北风
风力较大，气温明显下降。记者
从气象部门获悉，烟台市以及
各县市区已发布了十条预警信
号，12月4日6时至15时，烟台全
市合计降水量达29 . 7mm，平均
降水2 . 1mm。其中，牟平区降水
量最大，为5 .6mm，雪深4cm。

截至4日15时，烟台以及各
县市区已发布十条预警信号，
其中招远、福山发布了道路结
冰黄色预警，烟台市及牟平、栖
霞、蓬莱、龙口、长岛发布的是
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上午11时
42分，招远部分地区已经出现
阵风7级以上的大风，已发布大
风蓝色预警。而14时30分，牟平
部分地区降水量已达4mm，预
计到今天夜间降雪仍将持续，
已发布暴雪橙色预警。

记者从烟台市气象部门了
解到，12月4日6时至15时，烟台全
市合计降水量达29.7mm，平均降
水2.1mm。其中，牟平区降水量最
大，为5.6mm，雪深4cm，其他县市
区平均降水量及雪深分别为：芝

罘区4 . 7mm、雪深1cm，福山区
1.8mm、雪深1cm，莱山区3.3mm、
雪深2cm，开发区0 . 8mm、雪深
0cm，昆嵛山保护区2.0mm、雪深
0cm，栖霞1.4mm、雪深0cm，蓬莱
3.1mm、雪深0cm，长岛3.6mm、雪
深2cm，龙口3.0mm、雪深2cm，招
远0 .4mm、雪深0cm，莱阳、海阳、
莱州无降水。今年烟台全市累计
降水量644 .6mm，比常年同期多
3 4 . 2 m m ，比 去 年 同 期 多
135.4mm。

面对降雪，公路部门30余
支清雪突击队以雪为令上路作
业，开展除雪保畅，截至当日16
时，公路部门共出动人员580余

人次，设备170台(套)，抛撒融
雪剂320吨，全市普通国省干线
公路实现了雪中通、雪后清。

另外，高速交警也启动了
应对恶劣天气紧急预案，12时
34分，因莱山段大雪，沈海高速
烟台站、养马岛、酒馆、牟平东
收费站入口封闭。13时56分，解
除沈海全线、荣乌高速其他路
段的限行措施。15时40分解除
双岛、北海收费站的交通管制。
截至16时，路面积雪基本清理
完毕。截至目前，路面情报提示
板全部打开提示，荣乌高速莱
州段，可变限速系统全市限速
60公里每小时。

工工行行ee卡卡每每月月低低至至1155元元，，22GG流流量量免免费费领领！！
“工行e卡”是中国联通与

工行联合推出的专属号卡产
品。即日起至2017年12月7日到
幸福河支行网点办理工银e卡
业务，可享受预存50元，可得
120元话费，每月2G全国流量、
前6个月每月赠送100分钟语音
通话的优惠，并可参加办理指
定业务领取小礼品的活动。

工行e卡现场办理优惠。首
月免月费：工行e卡免费申请，
入网首月免月费。

每月低至15元：工行e卡—
梦想e卡，由原来的19元/月优
惠到15元/月。

首充特权：首次充值50元
及以上送50元话费(充值金额
与赠送话费按实际话费1:1扣
除。赠送话费充值次日到账，首
次充值及赠送话费均不能抵扣
国际业务、港澳台业务和SP业
务费用等)。

语音赠送特权：工行e卡自
激活当月起连续6个月，每月加
送100分钟国内语音(当月有
效，不可结转)。

专享免费流量：工行指定
的融e行、融e购、融e联、工银e
生活APP专属国内流量免费。

流量放心用：工行e卡超出
套餐外10元/GB国内流量(不
足100MB按0 . 1元/MB，到达10
元100MB后，101MB-1GB免费
使用，以此类推)，当月有效，自
动续订。

好礼送不停。活动当天办
理工行指定业务，可获赠小礼
品一份，办理工行e卡的客户还

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客户可
凭身份证领取价值599元的斐
讯体脂秤1台，可检测体重、身
体脂肪、蛋白质等11项基础数
据。当天更有 i p h on eX、华为
MATE10、P10等高端品牌手机
现货优惠销售，不加价！以上好
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详情请咨询，工行烟台幸
福河支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幸福中路86-34号，电话：0535-
6812581。

京京剧剧名名家家流流派派经经典典演演唱唱会会即即将将开开启启
12月烟台大剧院精彩纷呈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张梦玉)

王蓉蓉、胡文阁和杜鹏等
领衔北京京剧院众名家带来
的龙凤呈祥——— 京剧名家流
派经典演唱会将于12月15日
19:30在烟台大剧院上演。

此外，12月9日加拿大全
场互动亲子剧《你是演奏家》
和12月23、24日福山剧院儿
童剧《猪猪侠之仙豆传奇》将
满足家长对孩子艺术培养的
不同需求；12月12日中国东
方歌舞团《花开东方》、12月
23日《聆响·行歌》中国新诗
百年音乐朗诵会、12月24日

《天空之城——— 久石让·宫崎
骏经典视听音乐会》、12月25

日市民音乐会《美国博伊
德——— 格鲁塞斯长笛吉他二
重奏》以及12月29日福山剧
院迎新春红色经典——— 名家
名段演唱会将为港城观众带
来超豪华视听盛宴；2018新
年音乐会再升级，2017年12
月31日烟台市新年音乐会俄
罗斯国家新西伯利亚爱乐乐
团音乐会、2018年1月1日奥
地利维也纳节日交响乐团新
年音乐会和1月21日布加勒
斯特皇家交响乐团音乐会即
将震撼上演。关注“烟台大剧
院”“烟台福山剧院”微信公
众号，购票更有九五折优
惠 ，订 票 电 话 6 6 0 5 5 6 6、
6615566。

农农行行网网捷捷贷贷

2017年12月8日9：00-12
月15日下午17：00期间，网捷
贷利率大优惠！统一下调为
5 . 22%，欢迎登录网上银行
或掌上银行办理！详情请咨
询农行各网点！

网捷贷是指农业银行以
信用方式，向符合特定条件
的农业银行个人客户发放
的，由客户自助申请、自动审

批、自助用信的小额消费贷
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元、贷
款期限1年。

本产品是农行推出的纯
线上信用方式个人贷款，由
客户自己登录网上银行或掌
上银行在线申请，在线签约，
操作简单，分分钟到账。随时
提前还款，自主把握，方便快
捷。

保保税税港港区区农农行行帮帮老老人人

识识破破网网络络电电信信诈诈骗骗伎伎俩俩

目前，网络电信诈骗案
件的频发让许多老百姓都吃
到了苦头，国家对于网络电
信诈骗的整治力度也不断加
强，但随着骗子的行骗手段
不断翻新，一些老年朋友仍
然差点掉入骗子的陷阱中。
今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一名
老太太神色慌张地来到保税
港区农行商城支行办理汇款
业务，声称赶紧给王教授汇
款10万元购买“金质”理财。
经银行工作人员沟通发现，
其所谓理财实际是一种非法
集资诈骗活动，在工作人员
的劝说下，幡然醒悟的老人
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无独有偶，也是在本月，
一名老人来到了保税港区农
行白石路支行办理异地汇
款，说是为了领取国家扶贫
资金，要先给对方缴纳保证
金。同样，也是一种诈骗伎
俩，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制止
了老人，使他避免资金损失。

由于老人相对缺乏对于
网络诈骗的辨别能力，骗子便
将黑手伸向了一些不明真相
的老人，在此提醒广大老年朋
友，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便
宜只会让您蒙受损失。同时，
子女应经常给老人讲解一下
防范诈骗的常识，避免上当受
骗。(通讯员 张相杰)

公路部门清雪队正在清雪。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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