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城事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编辑：钟建军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公 告
刘恒良、李妍、张心平、王光

辉、徐桂华、于文红：
本机关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

的案号为：牟字【2018】第002号；牟
字【2018】第003号；牟字【2018】第004
号；牟字【2018】第005号；牟字【2018】
第0010号；牟字【2018】第0012号，现
作出限期腾退廉租房行政处理决
定告知书，因你无法联系，现向你
公告送答法律文书，法律文书主要
内容是：1、取消你家庭的廉租房保
障资格2、限你家庭在接到本通知
之日起30日内腾退租住的廉租住
房3、如不按规定期限腾退廉租住
房，超过腾退期限，依照牟平区物
价局的规定，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月租9 . 29元的标准收取租金至实际
交付之日为止。

若你家庭不服本决定，可自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牟
平区人民政府或烟台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六个
月内直接向牟平区人民法院起诉。
复议或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
执行。逾期未领，视为送达。

烟台市牟平区住房和建设局
2018年11月2日

为答谢广大彩友对
体彩大乐透游戏的关注
和支持 ,倡导落实创新、
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体
彩 大 乐 透 健 康 持 续 发
展，经研究，我中心决定
开展体彩大乐透促销活
动。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年11月7日(周

三)20:10-12月8日(周六)
20:00，共计32天。

二、活动内容
(一)“买就送”红包
活动期间，凡通过我

省电话销售体育彩票渠
道购买超级大乐透且当
日累计投注金额满15元，
即可获赠3元红包1个。每
位用户单日限赠1个红
包。

(二)“中就送”红包
活动期间，凡通过我

省电话销售体育彩票渠
道购买超级大乐透且中
奖的用户，按中奖注数每
注赠送3元红包1个。例
如，活动期间某位用户使
用电话销售体育彩票渠
道购买超级大乐透，共中
得3注六等奖、2注五等
奖，则赠送该用户5个3元
红包。

用户获赠红包仅用
于电话销售体育彩票渠
道购买大乐透，一次投注
限用一张，使用时投注金
额须大于等于券面金额，
且红包金额不计入本次
促销活动累计投注金。红
包须于获赠后3日内使
用，逾期作废。

如有未明事宜，请咨
询山东省内体彩专营销
售网点、各县(市、区)体
彩办及各市体彩中心，或
拨打电话销售体育彩票
渠道客服电话95086。

特此公告。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
2018年10月31日

关于开展体彩大乐透促销活动的公告

帮患儿家长买饭，常常

不要钱

孩子生病住院最让家长揪
心，既要忙着照顾又为孩子健
康状况担心，加上有工作压力，
父母轮流陪护的情况时有发
生。而孩子生病时往往也是最
黏着父母的，做治疗和陪护期
间如何买饭也成问题。在毓璜
顶医院儿科，因为“贝贝”的存
在，很多长期、反复住院的家长
都省了心。

“贝贝”老家住在莱山区院
格庄街道，今年31岁的她智力
却仅如七八岁的孩子，整日无
忧无虑，快乐单纯得像个孩子，
她喜欢和孩子们玩。据儿科一
病区护士长刘雪莲介绍，早在
2003年她刚到儿科，“贝贝”就
一直在帮忙照顾患儿。陪同检
查、买饭、跑腿，凡事力所能及
的事儿她都愿意帮忙，很多时

候帮家长买了饭她还不要钱。
“她特别单纯，也很快乐，

我们都很喜欢她。”刘护士长告
诉记者，由于“贝贝”情况特殊，
部分家长不能接受她，她也不
会强行上前和孩子玩耍，这种
热心又知进退的帮忙让医护人
员很感动。

意外患病，医护人员成

了她的陪护人

国庆节放假期间，刘雪莲
注意到“贝贝”脚崴了有些红
肿，她就给“贝贝”塞了点钱嘱
咐她去检查看看。第三天上班
时“贝贝”告诉她，大夫说是过
敏性紫癜引起的。她就叮嘱“贝
贝”早点住院，“贝贝”却面露难
色，得知“贝贝”忧心住院费的
问题，儿科一病区的护理人员
集体凑了1000余元善款，领着

“贝贝”办了住院。
住进风湿免疫科后，担心

“贝贝”的健康问题引起同病房
患者的反感，儿科一病区护理
员朱晓颖还特意为“贝贝”洗了
澡换上了新睡衣，每天儿科一
病区的护士们也都会前去探望
和照顾其日常饮食。

得知“贝贝”的情况后，一
些受过其帮助的家长也纷纷赶
来看望。常陪孩子来住院的一
位家长给刘雪莲护士长转来
1000元善款，并附言“希望她能
早日康复，更多地帮助别人”，
考虑到其家庭负担也很重刘雪
莲婉拒了，但这位家长又特意
赶到风湿免疫科看望“贝贝”。

为给“贝贝”筹集善款，刘雪
莲在轻松筹实名为其发起了求
助，经过其朋友圈和毓璜顶医院
的医护人员的积极转发，短短三
个小时内就完成了筹款。

“贝贝”情况稳定，还经

常跑回去看望患儿

近日，记者在医院见到
“贝贝”时，她的情况已基本稳
定，躺在病床上的她有说有
笑，还经常惦念儿科的小患儿
们。“贝贝”的主管医生、毓璜
顶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
师梁瑛处称，由于过敏性紫癜
引发肠梗阻，“贝贝”入院时情
况比较危急，后经对症治疗，
肠梗阻已得到有效缓解，已能
逐步恢复正常饮食，但由于其
平时营养状况较差，还需要进
一步治疗。

轻松筹烟台站志愿者王茜
告诉记者，得知“贝贝”的情况，
他们经核实后很快发起筹款，
并联系银行工作人员到病房帮

“贝贝”办理银行卡方便后续善
款转入。为其发起的五万元爱
心筹款仅仅不到三小时内就已
完成。

据了解，因挂念小患儿“贝
贝”还会偷偷溜回儿科看望。记
者看到，刘雪莲护士长记录的捐
款明细上已记录了6700余元善
款。

31岁的“贝贝”不是医护人员却十年如一日陪伴在小患儿身边

““贝贝贝贝””患患病病后后各各界界爱爱心心温温暖暖她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添祎

有这样一个人，她不是医护人员却常陪在患儿身边，不求回报却又简单快乐得像个孩子。帮忙打

饭，陪同检查，逗孩子开心，十多年来她用自己的方式温暖了很多人。

“贝贝”的这份善举也打动了医护人员和患儿家属，当她患病住院没人陪护时，毓璜顶医院儿科的

护理团队轮番照顾，患儿家长也到医院看望并送出自己的心意，让她也感受到了来自更多人的暖意。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布
2017年度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
评价结果，太平人寿脱颖而出再获
A级评价，这是公司自中保协评价
工作实施以来连续第三年摘“A”。

据介绍，本次经营评价体系
由14项指标构成，涵盖公司发展

速度规模、效益质量、社会贡献等
三个方面。共有68家寿险公司参
与经营评价，其中5家连续3年获A
级评价，太平人寿是其中之一，这
说明公司稳居经营质量的“第一
梯队”。

近年来，太平人寿强化使命

担当，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
向，及时响应老百姓的保障需求，
同时利用科技赋能，让保险保障
的各个流程更为智能便捷，良好
的表现使得公司在多个重量级评
价中屡获佳绩，已连续第三年获
得惠誉国际“A+”评级。

有些人觉得前列腺
增生难治，其实是没有
找对方法。“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的‘2微米激光系
统’真厉害，睡了一小觉
的工夫，手术就结束了。
术后也没有什么不适和
疼痛。”古稀之年的戚大
爷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采用德国“2微米激光系
统”短短一周就治好了
困扰其多年的前列腺增
生！而这一设备，目前全
省仅两台，烟台就新安
有，相对以往汽化电切
等手术方式，其有着无
可比拟的优势。

据了解，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引进的是德国
原装2微米激光(Revolix)
治疗系统，集合了开放
手术的彻底性和经尿道
前列腺电切术的微创
性，无需开刀、打孔，克
服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术治疗不彻底、术后易
出现尿失禁、尿道狭窄
的缺点，手术时间短，术
后恢复快，被誉为“前列
腺增生理想手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2微米”激光手术，不仅
技术是尖端的，操作团
队都是大拿！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汇集北京、烟
台两地激光治疗前列腺
增生的知名专家，组建
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操作
团队，实现了“一流的技
术”与“一流的专家”的
结合。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业务院长赵万友介绍，自
2015年，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从欧洲原装引进了“2
微米”激光设备，至今已
经成功治好3000多例前
列腺增生患者，大家对治
疗效果也非常满意。

由中国男性健康万
里行工程组委会、中国
性学会、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等18家单位联合主
办的“关爱男性健康阳
光工程”正式启动：专业
男科检查套餐仅需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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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疾病)，尖端男
科技术援助最高1000元。
咨询电话：2996666。

治前列腺增生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德国技术不遭罪

市质监局开展化肥产品
生产企业专项监督检查

近期，烟台市质监局
组织各县市区市场监管
局对各自辖区内的化肥
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了专
项监督检查。此次检查共
出动执法人员192人次，
共检查65家企业，其中9
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执
法人员现场抽检样品22
个，立案2起，涉案产品货
值0 . 73万元。

对于个别企业仍存

在的一些问题，如委托
加工未标注被委托单位
名称及地址、生产许可
证编号标注不规范、厂
址标注与营业执照不
符、未提供出最近生产
日期的出厂检验记录
等。针对这些情况，执法
人员对有关企业下达了
责令整改通知书，目前
相关单位正在整改中。
(通讯员 姜立强)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梁莹
莹 通讯员 曲明皓 ) 1 1月1
日，记者从烟台市运管处获悉，
烟台市运管服务大厅驻高新区
窗口成立后，部分即办件业务在
办理时，出于法律法规及业务流
程要求，需回到市运管处档案室
进行档案查询、提档以及按时归

档等工作，较大影响了群众办事
效率。为切实贯彻“一次办好”工
作要求，提高办事效能，节省办
事时间，自2018年11月7日起，烟
台市运管服务大厅驻高新区服
务窗口正式撤销。办事群众在办
理行政许可类业务时需到市政
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办

理其他服务事项时需到烟台市
运管服务大厅。

市政务服务中心地址为：芝
罘区菜市街46号，三楼交通运输
局窗口，咨询电话：0535-6631627。
烟台市运管服务大厅地址为：芝
罘区南大街159号，咨询电话：0535
-2938168。

市市运运管管处处将将撤撤销销高高新新区区服服务务窗窗口口
市民办业务要到市运管服务大厅和市政务服务中心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连连续续三三年年获获保保险险公公司司法法人人机机构构经经营营AA级级评评价价

医护人员在病房里陪“贝贝”聊天。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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