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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
“归金五椹”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从36

味名贵中药中萃取而成。经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的，是目前我国能促使阴茎第
二次发育的创新国研用药。

安全可靠，无毒副作用
“归金五椹”采用36味全国各地名贵药

材，其药物成分科学配比，保证产品疗效。20
多家医药临床认证无任何毒副作用，天然、
科学、合理，已被国家列为国药中药保护品
种，男科用药佳选。

解决男人的问题
1、修复睾丸神经和脑神经视觉神经联系。

2、有效提高充血度助勃。3、有效提高持久度助
延时。4、有效清腺排毒，治疗尿频尿急，效果又
快又安全。患者服用一段时间后，药物所含的
增长因子活性成迅速促使海绵体细胞再次分
裂，肌纤维明显增粗，血容量迅速增多，海绵体
变大。继续服用，男性性功能障碍得到缓解，中
老年阴茎萎缩，阴茎短小、纤细，性反应迟钝，

性欲冷淡；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尿
等待、尿分叉、阴囊潮湿等症(18-90岁)。

厂家郑重承诺
1、“归金五椹”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严格审批的治疗型药物，无副作用及药物
依赖性。2、该药停药后不会回缩反弹。达不到
满意尺度，我们将免费提供“归金五椹”！温馨
提醒：达到满意效果要减
少或停止服用，以免造成
对伴侣的伤害！

为了让更多男性
朋 友 体 验 到“ 归 金 五
椹”神奇效果，现举行
大型优惠活动，前100名
打进电话可享受买2赠1
的特别优惠。每盒超值
120粒装！

订购电话：18513707161

短信订购：18513707161

强肾益精 尽显男人本色

皇家御药 重塑“大男人”

全国免费
保密送货
货到付款！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

可证有效期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烟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流水号：0483009
营业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海
港路25号
机 构 编 码 ：
91370000267133961Y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
险、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
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
用保险、保证保险、人寿保
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10日
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本本报报““问问暖暖热热线线””今今起起开开通通
有问题可拨打热线6610123反映或者到齐鲁壹点情报站@记者

本报11月13日讯 (记者
丛树晗) 近来，烟台气温持续
降低，距离供暖还有一两天时
间，大多数居民开始关心供暖
问题。为更好地服务市民，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开通了“问

暖热线”，如果您有供暖方面
的问题可随时拨打供暖热线

“6610123”询问或下载齐鲁壹
点APP，到壹点情报站发布问
题，本报记者将协调供热公司
为您解决。

您家暖气有温度了吗？您
家暖气漏水吗？您家里是否存
在温度不达标等问题……在
今年供暖期间，如果您遇到类
似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问
暖热线“6610123”，也可以下

载齐鲁壹点APP，通过情报站
就所遇到的供暖问题@记者，
也可以在线上参与供暖话题
讨论，记者会陆续为读者协调
解决供热难题，全程参与报
道。

此外，如果您是福山热力
公司辖区用户，若您供暖期间
遇到问题，也可以直接在齐鲁
壹点情报站@福山热力公司，
向福山热力公司进行咨询，热
企将会直接给予回复。

13日上午，家住芝罘区青
华 街 的 刘 先 生 给 问 暖 热 线
6610123打来电话，刘先生反映
说，低温运行已经好几天了，家
里的暖气片还是冰凉，但是邻
居家里的暖气早已经有了温
度。据此问题，记者马上联系到
500供热公司，据该公司负责人
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用
户家中循环不好，暖气出现了
积气问题，可以再循环两天，如
果暖气还是不热，可以拨打500

供热公司供热二公司维修电
话：6661549，维修师傅将上门
解决相关问题。

每到供暖季，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都会开通“问暖热线”，
记者根据读者反映的线索，深
入各个小区和供热单位，协调
供热主管部门，对供热期间出
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报道。希望
通过这架温暖的沟通桥梁，全
力助您和家人度过一个身暖、
心更暖的冬天。

““国国配配中中心心””
再再添添喜喜事事

近日，山东省质监局批准筹建五个标
准化技术组织，挂靠于烟台市质检所的国
家机动车配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以
下简称“国配中心”)获批成为山东省汽车
售后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
单位。

据悉，山东省汽车售后服务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将从汽车产品的销售、维护、保
养、修理、汽车保险、汽车金融等方面标准
化工作入手，为行业技术发展、行业监管
和进出口贸易提供支撑。国配中心自成立
以来，先后牵头制订了《汽车用制动盘》、

《汽车用制动鼓》《楔压强度试验方法》等
多项国家标准，获批秘书处承担单位后，
将在标准化工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全力
以赴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通讯员 周洪
涛 孙金霞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10
日上午，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联合芝罘区市场监管局
在芝罘区漱玉平民大药房医药
商城店举办烟台市“安全用药
月”启动仪式，向社会公众宣传
安全用药理念和使用知识，一
上午共回收过期药品300余种。

据悉，今年安全用药月的
主题是““安全用药 共享健
康”。烟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刘文彬介绍，药品使
用环节是否安全合理，已经成
为影响公众用药安全的重要因
素；保障用药安全是监管部门
的责任，同时也需要全社会安
全用药意识与知识水平的提
升，共同建设健康中国。

现场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共设置4个咨询台，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为群众

发放安全用药科普读物，解答
群众咨询；市药品不良反应中
心科普药品不良反应知识；市
食品药品稽查支队现场开设
12331投诉举报咨询台，接受现
场投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机关党支部党员学雷锋服务
小组进行志愿服务；毓璜顶医
院和烟台市中医医院的医务工
作人员开展义诊。现场还举行
了漱玉平民大药房医药商城店
作为烟台市“医疗器械质量管
理规范实践基地”的授牌仪式。
此次活动共发放药品安全知识
宣传手册800余份，有力提升了
公众安全合理用药意识和药品
科学素养，精准传播安全用药
科学知识，增进对监管工作的
理解。

活动现场依托漱玉平民大
药房医药商城店开展了家庭过
期失效药品回收活动，共收到

过期药品300余种，主要为心脑
血管类、补益类、消化系统类和
骨伤科类等常用药品，初步估
计货值15万元左右，回收的家
庭过期失效药品该局将统一组
织集中销毁。

今年安全用药月活动将持
续到11月底，该局已制作宣传
画册和视频，共印发1600余套
宣传资料和2000余份宣传手提
袋，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多
项重点宣传活动：通过媒体、微
信公众号等推广宣传安全用药
科普知识，使安全用药知识在
全社会得到广泛传播；组织大
型广场宣传活动，发放宣传画
册，播放视频资料，开展药械科
普知识宣传活动；组织“安全用
药科普”进校园或社区活动，与
辖区学校、社区等合作，近距离
指导公众用药安全，普及安全
使用药品和医疗器械常识等。

烟烟台台启启动动““安安全全用用药药月月””活活动动
一上午回收过期药300余种，初步估计货值15万元左右

烟台市扶贫办切实转变
工作作风，沉到脱贫攻坚第
一线驻镇蹲点，走村入户与
贫困群众拉家常察实情，念
好“学干帮”三字经，比认真、
比担当、比奉献，在最基层锻
炼队伍、磨炼作风，帮助贫困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较好地
示范带动了全市脱贫攻坚工
作扎实有效开展。

定制度。印发《烟台市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驻镇
工作实施意见》，制定市扶贫
办《驻镇工作制度》。将3月、4
月、5月、7月、9月、10月作为
市扶贫办驻镇月，规定市扶
贫办驻镇工作组党员干部每
年在基层工作时间不少于3
个月，每次下去2周左右。

沉下去。驻镇期间必须
在乡镇住宿，与乡镇干部一

起吃工作餐，并按要求交纳
伙食费，重点念好“学干帮”
三字经，帮助基层解决实际
问题。每次驻镇蹲点后，都要
形成问题清单，召开汇报讨
论会，在市级层面汇总梳理，
研讨督导整改措施。

扎实干。今年以来，共安
排7批36个工作组86人次驻
镇，走访36个镇235个村735
个贫困户，发现问题243条，
全部反馈督促整改。形成调
研报告和心得体会21篇。印
发《抓好扶贫机构设置及队
伍建设督查调度的通知》，开
展督查调度，督导镇街调整
充实扶贫工作机构，配备专
职扶贫工作人员335人，在组
织架构上打通了“最关键的
一公里”。 通讯员 李世波

记者 刘丹

记者从莱山区广场
景点管理处获悉，为进一
步满足公园内游客日益
增多的需求，解决园内座
凳偏少的现状，莱山区广
场景点管理处在逛荡河
公园内健身广场、景观平
台等人员密集场所增设
3 3个环保型、免维护座
凳。此外，将凤凰山公园
内原有6个老旧、破损花
箱进行替换，并在理石题
词碑前增设6个花箱，防
止游客攀爬。 通讯员
袁方 魏洁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影报道 逛逛荡荡河河公公园园增增设设3333个个环环保保凳凳

市市扶扶贫贫办办开开展展驻驻镇镇蹲蹲点点活活动动

烟台市质监局深入推进
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假冒伪劣
专项整治，加大对易出现问
题的区域和产品的执法检查
力度，切实维护农村市场秩
序；积极推进互联网领域侵
权假冒伪劣行为的整治，结

合风险检测和监督抽查，挖
掘产品质量违法线索，反溯
生产源头，严查违法企业。先
后制定组织开展11种产品质
量专项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和
执法检查。 通讯员 姜立
强

市市质质监监局局开开展展打打假假专专项项整整治治

“问暖”热线
6 6 1 0 1 2 3

记者从市质监局计量所
获悉，该所14项计量标准项
目获批筹建。为落实《关于贯
彻落实<计量发展规划>
(2013-2020的实施意见)》的
相关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同
意烟台市质监局新建雾度计
标准装置、PM2 . 5质量浓度

测量仪校准装置等14项最高
计量标准，按照《计量标准考
核办法》《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做好批
复项目的建标筹备工作，并
按规定考核合格后，开展检
定校准工作。 通讯员 云
利 莫言 记者 秦雪丽

1144项项计计量量标标准准项项目目获获批批筹筹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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