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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区商业房地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8月6日上午

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通过网络竞价或现场

竞价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1、位

于福山区福海路79号摩托车市场4001号商

业房地产，房产证载面积2238 . 32㎡，土地证

载面积899 . 09㎡；2、位于福山区福海路83号

家电五金市场A区83-4号(A区一层)商业房

地产，房产证载面积107 . 51㎡，土地证载面

积58 . 06㎡；3、位于福山区城里街189号家电

五金市场C区189-54号(C区一层)商业房地

产，房产证载面积73 . 98㎡，土地证载面积

39 . 95㎡；4、位于福山区城里街189号家电五

金市场C区189-57号(C区一层)，房产证载面

积216 . 45㎡，土地证载面积116 . 88㎡。所有拍

卖标的土地性质均为商业出让。

注：拍卖标的位于烟台市福山区商业

中心，紧临振华商厦，位置绝佳，商业气氛

浓郁，周边正在进行城市房地产建设开发，

适合投资、自用，办公、酒店、娱乐、餐饮、仓

储等用途。

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公告之日

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保证金50万元

/项人民币，竞买人应在2018年8月3日前将

保证金缴至指定帐户，并凭保证金交款凭

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方可

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办公电话：0535-6618302；13906381367

办公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

街267号9F

山东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7日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刘肖
宏) 胸痛男子入院接受检查
发现心脏室间隔缺损，手术过
程中又暴露了隐蔽的下腔静脉
(手术需要的血管通路)缺如，毓
璜顶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任法
新和他的团队术中即时创新，
另辟蹊径，从锁骨下静脉建立
通路为男子进行经导管室间隔
缺损封堵术，成功为男子“补
心”。

记者从毓璜顶医院获悉，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一般从股动
脉、股静脉为入路，从锁骨下静
脉建立通路完成手术是毓璜顶
医院的首例，在国内也很少见
这种情况。由于治疗及时，男子
目前已顺利出院，恢复情况良
好。

61岁的陈先生身体一向不
错，3年前劳累时曾出现发作性
胸痛，持续2-3分钟后自行缓
解，他一直也没当回事。直到近
日胸痛再次来袭，在当地医院
治疗不见效后，他在家人的陪
伴下来到毓璜顶医院心内科就

诊。
术前超声检查显示陈先生

为膜周型室间隔缺损，并伴有
三尖瓣少量反流，经医护人员
解释他才弄明白原来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有先天性心脏病。

任法新主任医师告诉记
者，室间隔缺损主要是由于室
间隔在胚胎期发育不全，形成
异常交通，在左、右心室间产
生异常分流。其中，较小的室
间隔缺损不会引起明显临床
症状，甚至可能自行闭合。但
情况严重会导致右心室负荷
过重，且由于右心室血液过
多，进而导致右侧心脏及肺部
血压过高，从而引起心力衰竭
和心脏结构改变，严重时则可
能危及生命。有效的治疗方法
只有手术，手术的解决办法包
括微创介入治疗和外科开胸
治疗。根据患者心脏超声结
果，该患者适合微创介入治
疗。

综合考虑后，陈先生和家
人决定进行手术治疗。

任法新主任医师介绍称，

室间隔缺损封堵术就是利用导
管从股动脉建立通路后再利用
导丝将封堵伞送入缺损位置进
行精确封堵。但陈先生情况比
较特殊，术中造影显示右股静
脉如一团乱麻，导丝根本无法
通过。任法新主任医师和荆艳
艳副主任医师以及朱学峰住院
医师又尝试从左股静脉处着
手，依然无法通过。

时间紧迫，考虑到患者自
身心脏条件符合微创介入治疗
的指征，但因为无路可走就改
为外科开胸治疗实在可惜，不
光给患者增加身体通路，更增
加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任法
新主任在术中果断改变策略，
即时创新，决定从锁骨下静脉
建立通路为男子进行手术。任
法新主任医师和荆艳艳副主任
医师等经过3个半小时的努力，
成功为男子修补5 . 8毫米的心
脏室缺。

“之前没有先例可借鉴，
对 我 们 来 说 也 是 巨 大 的 挑
战。”任法新主任称，从股静脉
和股动脉处入路，通路直、视

线较好也更容易操作，而从锁
骨下静脉处建立通路整个导
丝呈“U”形，由于切面形态发
生变化，术中超声无法精确指
导封堵伞的位置，更考验手术
人员的技术。术后超声检查显
示，陈先生肝静脉以下的下腔
静脉缺如，这也是导致此次手

术通路无法顺畅从股静脉接
入的原因。

记者从毓璜顶医院了解
到，术中即时创新不但减轻
了陈先生的痛苦，也为其减
少了精神和经济压力。如今
陈先生已顺利出院，身体情
况良好。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杜晓丹 通讯员 刘丽 )
记者从烟台市老龄办获悉，7
月25日上午，烟台市芝罘区
毓璜顶街道党工委与烟台
警备区政治工作处联合举
办的主题为“金色纽带促发
展军民融合唱和谐”毓璜顶

街道庆“八一”军民共建文
艺汇演在烟台警备区礼堂
隆重举行。

演出中，魅力艺术团、586
组合、芝罘区毓璜顶心连心艺
术团等多个老年艺术团为人
民子弟兵献上了精彩的文艺
节目。

烟烟台台老老年年艺艺术术团团参参加加

庆庆““八八一一””军军民民共共建建文文艺艺汇汇演演

男子胸痛入院查出隐藏多年的“先心病”

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心心内内科科专专家家成成功功为为男男子子““补补心心””

本报7月26日讯 (记
者 刘丹 通讯员 刘
晓丹 张健铭) 26日，
记者从牟平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获悉，近日，该局
查处一起违规设置车身
广告的行为，并对违规
车主进行了相关法律法
规教育，责令车主将车
辆恢复原貌。

据介绍，7月20日，执
法队员巡查至政府大街
与文兴路路口时，发现该
路口东南角停放着一辆
轿车，该车前风挡和车身
侧面张贴着两张巨大的
车身广告。车辆位于闹市

区的沿街人行道，在此停
放不但影响行人正常通
行，更加有碍市容市貌。

执法队员立即通过
广告上的联系电话找到
了设置广告的商家，向
其讲明相关法律法规：
车身广告的设置必须先
期进行登记、审批，并且
按照相关规定制作，其
大小、内容等均要符合
相关规定，随便往车身
上贴是违法的。违规车
主听了执法队员的耐心
讲解，意识到了自己的
错误并立即将车身广告
撤了下来。

牟牟平平综综合合行行政政执执法法局局

查查处处一一起起违违规规设设置置车车身身广广告告行行为为

本报7月26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陶源 先媛
曲伟) 26日，记者从烟台市交
警支队第一大队获悉，7月26
日，40余名南通路小学的小交
通志愿者走上港城烟台的街
头，劝导行人文明出行，近距离
地接触警营生活，并近距离接
触了盾牌、警棍、钢叉、钢盾、防
爆盔甲、防弹衣以及其他的警
用设备和枪械。

“叔叔，现在是红灯，请绿
灯再通过马路。”“阿姨，你站在
马路上不安全，站到路基石上
来吧。”据介绍，上午8时许，40
余名小交通志愿者来到毓东路
和西南河路口，在交警的简单
分配后，只见他们五人一组，身
着统一的“交通志愿者”的反光
背心，头戴红色志愿者帽子，手
持“文明出行、关爱生命”的小
黄旗，各自把守斑马线的一端，
开始了他们的劝导活动。很多
想闯灯的行人在他们的劝导声
中都纷纷停下脚步耐心等待绿
灯通行。

“参加此次活动的 4 0名

小志愿者，协助我们交警部
门开展维护交通秩序工作，
对行人闯红灯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阻。在活动开展之前，
民警已经对路口的小交通志
愿者们进行简单的培训，提
醒他们在劝导不文明行为的
过程中，注意自身安全，我们
也希望小志愿者们在这次志
愿服务后，能通过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把交通安全带给
身边的每一个人，营造全社会
懂法守法的安全意识。”交警
一大队副大队长于辉介绍说。
随后，在完成交通志愿服务活
动后，40名小交通志愿者走进
了烟台文化宫广场，近距离接
触盾牌、警棍、钢叉、钢盾、防
爆盔甲、防弹衣以及其他的
警用设备和枪械。

小小交交通通志志愿愿者者零零距距离离接接触触警警用用装装备备

本报7月26日讯 (记者
秦雪丽) 7月25日，记者从烟
台芝罘区武协获悉，2018年
(冠英杯)全国青年、少年中国
式摔跤锦标赛7月22日—7月
25日在河南新乡举行，烟台
福泰中国跤传统功夫俱乐部
代表烟台芝罘区武协参赛，
取得了两金一银一铜的好成
绩。

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国76
支代表队，670多名运动员参
赛，比赛激烈异常、精彩纷
呈。

芝罘区摔跤委员会主任
刘卫东说，本次全国锦标赛
比赛成绩来之不易，在训练
场地小、器械简陋、条件艰苦
的情况下，运动员们仍顽强、
刻苦训练。

青少年中国式摔跤锦标赛举行

烟烟台台队队员员获获佳佳绩绩

任法新(右一)查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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