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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马玉强 徐
忠) 2018年9月27日，山东省龙
口市公安局经侦民警远赴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将涉嫌
挪用资金负案潜逃的犯罪嫌疑
人张某抓获归案。经查，自2010
年开始，龙口某汽车配件公司
业务员张某累计将未办理出库
的43000多只机动车钢圈，经由
威海一家代理商销售所获的
600多万元货款据为己有，案发
后秘密潜逃。

今年8月9日，龙口市某汽
车配件公司财务人员向当地公
安局报案称，该公司员工张某
在从事销售工作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挪用销售货款数百万
元。据财务人员反映，张某系该
公司的资深销售员工，长期分
管辽宁、黑龙江、四川、河北等
地区的销售工作。

7月上旬，公司负责人在山
东威海设立的分支仓库检查时，
从台账记录上发现库存车用钢
圈5万只，与面积仅有100多平米

的仓库，相差悬殊，随后便委派
财务人员带着分管威海市场销
售的张某前去进行核实。7月28
日，张某接到通知后，以各种理
由进行搪塞，先是说手头的业务
繁忙去不了，后又称无需他人陪
同自己可前去核实。在财务人员
的紧逼之下，无计可施的张某第
二天便逃之夭夭。该公司人员立
即向龙口市公安局报案。

接警后，龙口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充分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摸排追踪，

对畏罪潜逃的张某展开缜密侦
查。经对多渠道信息汇总发现，
2010年以来，张某累计将未办理
出库的43210只汽车钢圈，经威海
地区另一家代理销售，代理商先
后付给张某货款240万元，但其并
未上交给公司。该公司在威海设
置的汽车配件仓库，所存放的钢
圈只有7000余只。

龙口警方又发现，张某还
私刻公章，与其分管的辽宁、黑
龙江以及山东威海等部分厂家
私下签订合同，并从这些公司

取得420万元的承兑汇票；与此
同时，他还将公司价值40万元
的钢圈低价卖给一家合作方，
取得20万元的货款收入；所有
这些货款张某全部据为己有。

8月13日，龙口市公安局将犯
罪嫌疑人张某展开了网上追逃。
9月下旬，经侦民警发现在哈尔
滨市区出现了张某的踪迹，在哈
尔滨警方的大力配合下，终将涉
嫌挪用资金而潜逃的犯罪嫌疑
人张某抓获归案。目前，该犯罪
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资资深深销销售售员员““卷卷走走””企企业业660000多多万万

2018年10月18日上午10时
18分，烟台德佑18家门店齐齐
开业，德佑红在这一天红动港
城，为本地房地产经纪行业画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次开业典礼主会场选在
德佑三诚保利店隆重举行，德
佑邦轩大华店、成祥黄务店、港
岛南华街店、宸佑海滨小区店、
源纳金地店等分会场同步进
行。上午10时18分，烟台德佑18
店礼炮齐鸣，经纪人集聚一堂，
共同欢庆这一难忘时刻。热闹
的舞狮环节烘托出开业吉庆的
气氛，隆重的剪裁仪式让这个
意义非凡的日子更加被铭记于
心。在贝壳的支持下，经过一段
时间准备，德佑各门店全新亮
相于港城市民面前。

德佑是品质加盟的创造者

和践行者，德佑希望，通过“平台
赋能、品牌增信、全网合作、品质
运营”与优秀的、有着共同愿景
和价值观的加盟商共享成功。截
至目前，德佑已覆盖全国90个城
市，已签约门店超过3800家，跨品
牌成交占比超过60%。

德佑店东代表陈建华在开
业典礼上表示，“德佑作为多元
化发展、专注于客户服务的新
经纪品牌，如今正式落地烟台，
将成为烟台房地产经纪行业的
新起点。作为首批加盟烟台德
佑的经纪公司，我们也将继续
秉承德佑‘客户满意、诚信专
业、开放合作、共享成功’的价
值观，为消费者带来‘安心、省
心、放心’的真服务，不断提高
用户的服务体验，推动行业进
入品质正循环。”

10月18日也是烟台链家成
立三周年的日子，同样致力于
提升消费者品质居住服务体验
的链家，在烟台德佑开业盛典
之日，烟台链家城市总经理李
德朋代表烟台链家也为德佑送
上了诚挚祝福。

德佑作为首批入驻贝壳的
经纪品牌，此次烟台德佑盛大
开业也得到了贝壳找房大力支
持。贝壳找房烟台站城市总经
理蔡妍岩女士介绍，德佑作为
重品质、重服务的新经纪品牌，
在价值观上与贝壳相互契合，
德佑入驻贝壳后，将充分享受
贝壳+链家网两大线上平台为
其带来的精准和高转化率的商
机红利。未来，烟台德佑与贝壳
携手，定会推动港城经纪市场
向更加良性的生态发展。

烟烟台台德德佑佑1188家家门门店店齐齐开开业业
将为港城市民提供更专业、更富有品质的房产经纪服务

前列腺增生曾被誉为
“不要命的不治之症”，药物
只能延缓病情，却不能根治；
传统的手术治疗，痛苦大而
且容易出现后遗症！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德国原装“2微米
激光系统”让前列腺增生不
再是难题。

据了解，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引进的德国“2微米激光
系统”是手术，却与传统的前
列腺摘除术和常见的经尿道
电切手术不同。“2微米激光
系统”采用的是“汽化+电切”
的手术方式，在切割增生组
织的同时，能够迅速汽化切
割面，在切割面形成1mm的
凝固层，有效避免出血和严
重的组织水肿、坏死、后发腐
肉形成的刺激症状等不良反
应。

此外，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2微米”激光系统的作用
效率是传统激光(钬激光、绿
激光)的2-2 . 5倍，去除的增生
组织比其他技术精确20%以
上，不受前列腺腺体大小的
制约，能有效避免了复发。同
时，该技术也避免了电切技
术术后容易尿失禁、尿道狭
窄等问题，手术仅需要半个

小时左右，术后大约7天就能
出院，被国外泌尿外科专家
誉为“前列腺增生理想手
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不仅
拥有填补山东空白的德国“2
微米激光系统”，担任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2微米”激光系统
首席专家的更是北京301医院
原泌尿外科主任曾祥福教授。
曾教授从2007年就率先开始
用激光治疗前列腺增生，被誉
为“中国前列腺增生激光手术
第一人”。理想的技术，经验丰
富的专家，让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2微米激光”前列腺增生手
术备受患者青睐，短短两三年
已经治好各类前列腺增生患
者多达数千人。

为庆祝第19个中国男性
健康日，作为中国男性健康
万里行烟台地区指定医院，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在中国性
学及烟台多家媒体支持下，
特推出39元做男科单病种检
查(能查性功能障碍、前列腺
疾病、生殖感染、包皮包茎、
男性不育和延长增粗等6大
病种)，治疗费手术费最高援
助1000元，全方位关爱男性健
康！咨询电话：2996666。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德德国国激激光光技技术术
治治疗疗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更更彻彻底底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丛
树晗 通讯员 谭爱民 杨志
军) 10月17日重阳节，由烟台
开发区工委宣传部、群工部、古
现街道办主办，烟台磁山温泉
小镇承办的以“传承忠孝仁爱
美德、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主
题的“第三届磁山文化节”，在
烟台磁山温泉小镇隆重举行。
省、市、区有关领导、文化界专
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出席
开幕式。

重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敬
老节。2016年以来，每到重阳，
磁山温泉小镇就举办各种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忠孝仁
爱美德，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
老孝德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

磁山历史源远流长，文化
底蕴深厚。从东夷文明到先秦
牟子国，从忠孝仁爱的磁山文
化到秦皇汉武登临遗迹，在磁
山这片沃土上，形成了灿烂的、
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在
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留下了难以
磨灭的印记。磁山温泉小镇正

是烟台磁山集团依托丰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得天独厚的养生
资源，打造的集养生文化、孝德
文化、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于一
体的文化服务业特色小镇。在
磁山举办磁山文化节，对传承
忠孝仁爱美德，弘扬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以及烟台地域文化有
着重要的意义。

开幕式上，烟台磁山集团总
经理张宝健首先致辞。他说：九
九重阳，我们相聚磁山，隆重举
办第三届磁山文化节。本届文化
节的主题是传承忠孝仁爱美德，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目的就是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挖
掘传承底蕴厚重的烟台优秀文
化遗产，打造具有烟台地域鲜明
特色的磁山文化。在实现伟大中
国梦和复兴梦的征程中，负起责
任，主动作为，引导和激励全社
会传播孝老敬爱美德，使忠孝仁
爱理念成为全民的价值导向和
行为准则，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张宝健说：多年来，磁山集

团在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关心
支持下，砥砺奋进，创新发展，
已建设成为集养老、养生、旅
游、度假、商务、会务、文化于一
体的原生态、公园化的特色服
务业小镇及新兴旅游胜地、养
老示范区和高档商务区。“我们
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了磁山
文化忠孝仁爱的传统美德”。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德
强在致辞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又进一步作了重要论述。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
承载中华千年文明传承，守护中
华民族精神之火，提倡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精
神，文化自信，道德自信和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
意义。烟台开发区宣传部、群工
部、古现街道办举办磁山文化
节，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推动文化大区、文化
强区的重要体现和举措。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以教化

向善为主题的《磁山故事》书籍
首发式、大型文艺演出以及“磁
山杯”摄影大赛启动仪式。同时，
在磁山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还
举办了“听老革命讲传统，红色
基因代代传”教育活动。正在磁
山国际老年公寓疗养的老党员，
老八路，解放军、志愿军老战士，

向前来参加文化节的年轻人讲
述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生与死的
战斗经历，用老一辈共产党人和
革命者忠于党、热爱国家，为了
人民解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
不止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为
青年一代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爱国主义教育。

传承忠孝仁爱美德、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第第三三届届磁磁山山文文化化节节隆隆重重举举行行

烟烟台台市市质质检检所所升升级级改改造造空空压压机机实实验验室室
为进一步提升空气压缩机检

验能力，烟台市质检所对空压机实
验室进行了升级改造。升级后，预计
测试功率可增加到110千瓦，同时可
实现车用空气压缩机的检测。目前
正在进行实验室线路的铺设、测控

系统传感器安装工作，后期还将对
软件、配件等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今年以来，烟台市质检所先
后改造建设了PCR实验室、油品
实验室等重要实验室；通过了国
家认可委实验室认可(CNAS)复

评审现场评审、省局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CMA)现场评审，对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中的部
分条款、程序进行了修改，确保
了质量体系有序运行。(通讯员
孙金霞 周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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