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治理

烟台领航集装箱制作有限公
司，招聘：二保焊工，铆工。包
吃住，工资面议。13356923339。

快速放款
当场 1-30万房产易贷

放款 信誉贷汽车质押
快银行有贷款可二次贷款

15552213877

王大姐专业征婚19年
会员万人，成功率高，
保成。电话：6 1 5 0 3 4 5
地址：大海阳立交桥
桥下往北 1 0米路东

女，45，本，离，165，财务，
车房全，年轻美丽。
女，52，丧，164，退，车房
全，品貌兼优。6257804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货运物流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

车辆信息

信用卡取现代还
15098662888

投资贷款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征 婚

开锁服务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低息贷款
网贷 办卡 提额

电话：18562172848
翻身做土豪
保本的现货白银 原油开户

模拟账户体验 6376937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大正水暖太阳能
批发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家用净

水机，卫浴花洒，304无铅水龙头。

电 话 : 18953582018

烟台磁山有地产一
处，对外招商新能
源开发项目合作。

孙先生：13002751336

高价回收
●收酒店蛋糕制冷小吃设备1 3 3 5 6 9 4 9 9 0 5

厂房租售

祖传专治哮喘，慢阻
肺，肺心病，吐白痰。
季先生13105291261

商业信息
蛤缝纫活计件加工日结账15063830005

招聘信息

信用卡 取现 代还
五 区 上 门 服 务
电话：18769438220

精养信用卡 取现 代还 提额
15688594401

信用卡取现代换精
养提额，到账快费
用低，办理秒到正
规Pos机，诚接中介,
联系电话6268411。
18553523489

搬家服务

皮络排毒疗法治牛皮癣
不吃药，不打针，纯中药，不复发，
不留黑印，红印，愈后和正常皮肤
一样，免费体验，无效退款。湿疹，
青春痘，手足癣7-10天看到明显
效果。需要请联系王丽梅大夫。
咨询电话：13953525778(微信电话同步)
地址：烟台芝罘区只楚小沙埠卫生所

招聘
招聘B2驾驶员3 0名，开自卸
车，工资六千两班倒，半个月
白班 半个月夜班，全新自卸
等 着 您 ，有 意 者 请 拨 打 ：
13963879006 13356907630

高薪诚聘护士
支农里社区医院诚聘护士5名，档案管理
员1名，药学1名，要求：女性，有护士资
格证书者优先录用，签合同交五险，免
费住宿，工资2600一3500元，干三天休
一天，电话13963813166 13723977731。

1.专办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额度
高，下款快；2.办各大银行信用贷
款，手续简便；3.企业专业融资、
策划咨询。电话15963506822

遗失声明
蛤赵东丽，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丢

失，获证书时间2009年，证书

编号0005387，声明作废。

蛤姓名 :毕翔，男，特种作业操

作证，作业类别 :电工作业，证

号 :T370602198710291013，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蛤莱阳市城厢斯味特蛋糕房

( 3 62529196310143017F1 )

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注册

时间：2015年11月9日，发证

机关：莱阳市国税局，声明作

废。

不动产继承公示
朱秀珍对原登记于王文

财、朱秀珍名下的不动产权申
请继承登记(坐落于园林小区3
-232的不动产，土地证号：莱国
用(2004)第217号，房产证号：
莱字第002490号)。现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审查并
予以公示。从2018年01月09日

至2018年1月29日止。如对该
申请有异议者，须在公示期间
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并提交
书面材料，据以复核。公示期满
无异议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
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示。
2018年1月9日

2018年1月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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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们们的的小小心心愿愿，，我我们们帮帮忙忙实实现现
本报启动“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动，邀您为爱出力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孙淑
玉) 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
时间，不少孩子已经在心里开
始期待新年礼物，或是一套新
衣或是几本书籍，一份小小的
礼物能给有需要的家庭的孩子
更多希望和鼓励。即日起，本报
邀请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一起
为孩子们实现小小心愿，您的
不经意之举都可能给孩子带来
无限欢乐。

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或因身体原因不能劳
动，或因疾病、意外致困，对他
们来说，买点年货或给家人买
件新衣也是奢侈的梦。在我们
身边也有这样一些孩子，偶尔
买点零食或换个新书包都是不
小的奢望。但他们同样也期待
五彩童年，期待和其他小朋友
一起大声欢笑。

送一份礼物，就能换来他们

更多欢笑；备一份心意，就能给
他们更多温暖；存一份温馨，就
能带来更多爱的感召。替无力承
担的父母为孩子们准备一份小
礼物，孩子们将绽开更多笑颜。
不少有需要的家庭的孩子也想
在过年时给父母准备一份惊喜，
帮他们实现小小心愿，同样也能
给他们的父母更多喜悦。

即日起，本报启动“新年心
愿”大型公益活动，征集家庭有

需要的少年儿童或是特殊群体
的新年愿望，在讲述这些人的
心愿故事的同时，我们还将搭
起实现愿望的桥梁，为好心人
和爱心企业的认捐提供平台。
为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本次活
动还邀请各大公益组织共同落
实、运送礼物，保证第一时间将
爱心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

如果您愿意帮这些孩子实
现新年心愿，您可以直接和我

们联系，我们将为您搭建起爱
心平台。除关注本报后期的陆
续报道外，您还可关注齐鲁壹
点APP烟台频道、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微博、微信，为孩子们
的小小心愿出力。如果您愿意
帮忙，您可以发送孩子编号认
领心愿或在后台留言。如果您
愿意在心愿礼物之外给孩子更
多帮助，也可以和我们联系，电
话15264520357。

新年新气象，今年对李
女士而言格外不一样，五年
不孕的她，终于在送子鸟医
院的帮助下，怀孕了。当幸
福降临的那一刻，李女士充
满了惊喜，“真的怀上了？王
主任真是我的贵人。没有送
子鸟医院和王主任，我这后
半辈子，真不知道该咋过。”

据李女士介绍，五年前，
她满怀憧憬步入了婚姻殿
堂。婚后一年多没有怀孕，于
是李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到
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
示：李女士患有排卵障碍引
起的不孕症。背着“不孕症”
这个沉重的枷锁，李女士踏

上了求医的路程。“我一定要
生一个孩子。”李女士说。前
不久，李女士烟台的一位亲
戚向她推荐了送子鸟医院。
于是满怀希望的李女士通过
电话6666120预约了专家。

送子鸟医院王主任接待了
李女士，听了她的情况，并为她
做了全面检查，结果确诊李女
士患的是输卵管不通伴随多囊
卵巢综合征。针对李女士的情
况，送子鸟医院专家采用生育
镜，为她疏通了输卵管。同时采
用药物为她进行了调理，不到
三个月，在新年来临之际，李女
士幸运地成为一个准妈妈。咨
询电话：6666120。

送送子子鸟鸟医医院院送送子子 新新年年好好孕孕到到

为深入推进山东省及烟台
市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功
能服务的宣传推广，恒丰银行
烟台分行在全辖组织开展了该
平台的宣传推广及“线上进走
访”活动，张先生就是此次活动
的受益者之一。

张先生在烟台经营一家小
型加工制造企业，企业遇到融
资困难时，经常四处筹集资金
进行周转，花费了很多时间精
力，又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
这次有了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牵线搭桥”，实现了银企供
需对接，张先生不用再为四处
筹集周转资金而发愁了。

2017年，山东银监局和烟台
银监分局分别持续加强与税务
部门的沟通协作，将搭建小微
企业融资服务平台作为深化辖
区银税互动工作机制的重要推
手，切实发挥银税信息共享的
叠加效应，分别主导推出了“山
东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和

“烟台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
台”，全力助推小微企业发展。

活动期间，烟台分行充分
利用营业网点布局优势，开展
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集中
宣传，在辖内各网点积极建设
平台体验服务区，引导小微企
业通过登录平台，推介平台功

能服务，加深用户体验和认知。
烟台分行所辖各支行在营业大
厅增设或完善宣传栏，利用宣
传展板、LED显示屏、液晶电视
进行宣传，并在营业大厅或咨
询台安排专人负责讲解小微平
台及宣传推介和咨询工作。

未来，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将
进一步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体系，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
式和内容，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的有效途径，全面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着力打通金融服务小微
企业“最后一公里”，切实打造互
联网时代不一样的小微金融服
务。(通讯员 薛瑞)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开开展展
小小微微企企业业融融资资服服务务平平台台宣宣传传推推广广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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