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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
租售

福海路大型商业网点 (适合
服装加工、商超、汽车美容、
健身、洗浴、培训、办公、娱
乐、仓库等)。另有6000平酒店
对外承包。电话：4001850019
2132169 2132179

大莱山莱院路，厂房一
幢，土地面积3800平，
厂房面积2000多平，两
证齐全，可过户，现出
让，1 5 9 5 4 5 0 4 6 6 8 ，
1 3 3 5 6 9 2 9 1 1 1

投资贷款 招聘信息

征 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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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为切实做好危化品应急医疗救
援工作，进一步加强医院卫生应急
医疗救援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医
院应急处置工作能力，5月9日下午，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举行了危化品
事故紧急医学救援应急演练。

事件模拟莱阳市某工厂发生液
氨泄漏，有多名工作人员受伤，要求
转至市级危化品救治基地——— 烟台
市莱阳中心医院。

接到烟台市 1 2 0急救指挥中心
电话后，医院立即启动《烟台市莱阳
中心医院危化品事故紧急医学救援
应急预案》，同时，医院危化品事故
紧急医学救援专家组成员及紧急医
学救援队员迅速赶往现场处理。经
过多方努力，第一时间将事故成功

处置、伤员妥善救治。本次演练从事
故发生、信息报送、启动应急响应、
应急处置等方面演示了液氨泄漏事
故应急处置过程，检验了相关部门
的应急指挥、应急联动及救援处置
能力。

最后，副院长刘爱玲分别对演
练过程、人员表现、操作程序等进行
了总结和点评。此次应急演练全方
位、全要素演示了液氨泄漏事故应
急救援处置全过程，进一步完善了
医院应急预案，使预案更具有可操
作性，达到依法、科学、规范、有序处
置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医院
应急管理救援水平，积累了应对突
发事件的实战经验。

董明慧 位佳

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

举行危化品事故紧急医学救援应急演练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曹杰 于辉
姜波) 近日，市区多条主干道
迎来修路施工阶段，特别是二
马路施工以来，给早晚高峰期
带来较大交通压力。16日，记者
从烟台交警部门了解到，由于
驾驶员对修路的时间和路段了
解程度不一样，导致部分修路
路段及附近堵车，针对这种情
况，16日交警部门发布了绕行
参考方案。

因道路大修工程施工，5月
15日开始，芝罘区解放路(南大
街至辛庄街)、迎祥路、二马路
道路通行临时调整，个别路段
禁止车辆通行。7:00-7:45，解放
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增大，逐渐
影响到了环山路和南迎祥路。
这个时间段内，二马路并没有
发生拥堵，只是在建行和虹口
之间，有一些交通压力。7:45-8:
30，随着上学高峰和上班高峰
叠加，二马路至金沟寨、滨海北
路至旅游大世界往东整体交通
压力较大。从莱山区到芝罘区
方向交通压力比较明显。8:30-
11:00，原来不封路的二马路虹
口至金沟寨立交桥段，按照方

案实施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封
闭引发连锁反应，使原本有些
拥堵的滨海北路、环山路、解放
路等路段拥堵不堪。一直到11
点，才有所好转，二马路车流逐
渐恢复正常，减轻了大马路和
解放路压力。

据交警一大队负责人介
绍，15日早晨6点半，该队民警
就已经赶到二马路、解放路等
路段疏导交通。“因为道路施
工，虹口路口需要交通管制，
但是一些驾驶员不了解修路
路况甚至不理解，我们民警花
了大量时间，跟过往车辆挨个
解释。”该队三中队副中队长
王国梁介绍，15日上午，仅在
二马路上安排的警力就多达8
人。

16日，一大队办公室副主
任张永波告诉记者：“从16日早
晨的路面情况来看，市区内交
通压力得到明显缓解，因为15
日市区交通压力较大，今天很
多驾驶员都选择错峰出行和提
早出门。”

另外，记者从交警四大
队了解到，莱山区观海路由
南向北全线通车，标线已经

施画完毕，由北向南近期罩
面。观海路-学院路至观海路
-红旗东路路口，全线修路已
接近尾声。黄海路全线扩路，
车辆通行缓慢，易造成拥堵。
枫林路全线扩路，暂时不影
响交通。

在遇到堵车时驾驶员应
该怎样合理绕行呢？16日，交
警部门根据施工所掌握的交
通流量情况作出路况分析以
及绕行方案。遇到东西道路
施工修路时，可以选择滨海
北路、环山路、红旗中路这三
条道路作为绕行路线。解放
路修路可绕行胜利路、大海
阳路、青年南路，选择这三条
绕行路线可以缓解南北方向
的车辆通行。莱山方向进入
市区尽量选择观海路、红旗
路、山海路、港城东西大街以
及轸大路通行以此行驶至目
的地。

据交警支队介绍，为了将
施工影响降到最低，道路施工
期间辖区全体执勤民警、辅警
延时工作。执勤交警提前上岗
对车流进行管控，及时进行疏
导和分流管控。

多多条条道道路路施施工工交交警警公公布布绕绕行行方方案案
尽量避开修路路段，可选择滨海北路、红旗中路、大海阳路、青年南路等绕行

企业送锦旗表感谢
近日，烟台宏业橡胶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将一面绣
着“热情周到服务，科学监督
检验”的锦旗送到烟台市特
检院栖霞工作站，并诚恳地
连声说着“谢谢你们”。(通讯
员 金鹏)
精准服务破解难题

2018年以来，烟台市特检
院栖霞工作站结合本区域内
特种设备使用企业实际情况，
及时推出了“一企一策、一事
一议、一题一案”的精准服务
工作模式，走进企业，上门服
务、现场办公、破解难题，为企
业遇到的难事开通绿色通道，
取得较好效果。(通讯员 金鹏)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本报5月16日讯(记者
闫立君 见习记者 孙晓
玮) 5月19日，由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烟台塔山旅游风
景区联合主办的“5 . 19世界
旅游日暨5 . 20千人相亲会”
活动将在塔山风景区隆重
举行，眼看距离开幕时间只
有2天了，目前报名相亲会
的人员已经破800人，届时
帅哥美女将云集塔山旅游
风景区。想“脱单”的你，趁
着春意盎然之时，抓紧时
间，快来一起参与吧。

活动中既有丰富多彩
的才艺表演包括蓬莱威风
锣鼓、山东快书、长岛渔家
号子等具有民土风情的演
出；还有超有趣的男女游戏
互动，包括“旋爱五分钟”

“寻找爱的锦囊”“爱情圈
圈”“心有灵犀”等精彩活

动，都可以让你体验不一样
的相亲大会。

现场，如果您有满意的
嘉宾材料，可以直接到工作
区域查号和意向者取得联
系。同时，参加现场相亲会
活动的男女嘉宾，还将有机
会获得相亲大礼哦！想来现
场参观活动的嘉宾，请抓紧
时间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到
17日。

报名费：报名费为8 0
元/人，成功缴费者在活动
时间内可获得一张塔山旅
游风景区价值5 2 0元的通
票(具体包含项目见门票)，
可供两人一次性使用(即在
5 . 19-5 . 26活动期间，报名
者均可享受80元/2人购买
景区大通票的优惠)。

报名地点：①芝罘区环
山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②

莱山区迎春大街宝龙广场5
-117金薇体验馆③芝罘区
国贸大厦众创中心408室烟
台糖果婚恋屋④芝罘区大
海阳立交桥北20米路东旭
日婚介服务中心⑤莱山区
黄海国际B座1603爱特婚介
等服务点报名、登记信息以
及领取个人编号。

报名注意事项：①报名
者报名时必须认真如实填
写报名表，携带身份证、户
口簿信息复印件交由工作
人员严格审查，合格后交80
元报名费，获赠一张塔山风
景区通票(价值510元，可供
两人一次性使用)；②报名成
功后，工作人员会给报名者
发放报名编号,请保留好个
人的编号；③报名者要留下
手机号、QQ号、微信号中至
少一种联系方式,便于有意

者与您取得联系；④报名者
切记要保证填写信息的真
实、准确性；⑤第三位随行
家属门票享受半价优惠政
策。

报名电话：①孙先生
15589507300 ②杜女士
15698180503 ③焦女士
18653588317

优惠活动：①活动期间
利用微信朋友圈转发相亲
会活动的图文、海报等并邀
请三名微信好友帮忙转发；
②下载齐鲁壹点APP并在
情报站里发布至少一条带
有“520塔山千人相亲会”的
动态。然后将转发、发布截
图发至“今日烟台”微信公
众号后台，报名费即可立减
10元。(以上两种优惠只能
享受其一，报名者最多能享
受减免10元的优惠)。

相相亲亲会会倒倒计计时时22天天，，赶赶紧紧来来报报名名
现场歌舞表演及互动游戏让你嗨翻天

适逢母亲节，智联招聘
携手中国母婴家庭服务领军
平台宝宝树以及全球化智库
(CCG)共同针对职场妈妈人
群进行了调研，找寻他们的
典型状态，揭开她们养娃又
养家的双面人生。

职场妈妈的薪资和职级
高于一般职场女性；职场妈妈
择业看重通勤便利，工作忠诚

度更高；职场妈妈普遍遭遇晋
升瓶颈，认为职业机会少于男
性；工作生活难平衡，转型难、
晋升难是职场妈妈们的主要
困境；职场妈妈认为成功是家
庭事业兼顾；六成全职妈妈想
重回职场，因需要分担经济压
力且害怕脱离社会；职场妈妈
为家庭贡献不菲收入，更多开
支用于家庭和子女教育。

22001188年年职职场场妈妈妈妈
生生存存状状况况调调查查报报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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