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信息

招聘内科医生
市内某医院急需招聘内科

医生几名，离退休人员也可

以，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6210838

招聘
招聘B2驾驶员3 0名，开自卸
车，工资六千两班倒，半个月
白班 半个月夜班，全新自卸
等 着 您 ，有 意 者 请 拨 打 ：
13963879006 13356907630

祖传专治哮喘，慢阻
肺，肺心病，吐白痰。
季先生13105291261

高薪诚聘护士
支农里社区医院诚聘护士5名，档案管理
员1名，药学1名，要求：女性，有护士资
格证书者优先录用，签合同交五险，免
费住宿，工资2600一3500元，干三天休
一天，电话13963813166 13723977731。

快速放款
当场 1-30万房产易贷

放款 信誉贷汽车质押
快银行有贷款可二次贷款

15552213877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货运物流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

车辆信息

投资贷款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开锁服务

搬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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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络排毒疗法治牛皮癣
不吃药，不打针，纯中药，不复发，
不留黑印，红印，愈后和正常皮肤
一样，免费体验，无效退款。湿疹，
青春痘，手足癣7-10天看到明显
效果。需要请联系王丽梅大夫。
咨询电话：13953525778(微信电话同步)
地址：烟台芝罘区只楚小沙埠卫生所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租售福山区福海路商
业网点房，大、小型卖
场、办公室、仓库等。
电话：2132169 2132179

本公司招熟练手半挂自卸

司机20名(前支顶。拉标准

载)。专业在附近拉煤(全
自动封蓬)月工资8000。

联系人：15315150007王

沿街旺铺出售
烟台莱山区南山世纪华庭沿街商铺2
套，均为251平，总价703万，位于烟大
文经学院对面，核心商圈，证件齐全。
联系人 :王先生，13869102652；详见网
址：h t tp : / /www.sdcq jy .com/p ro/?
540d88bb44c14a6aae392ed89f29d357；
http://www.qingsuanchongzu.com/。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遗失声明

蔡海波，身份证号码
370613197508070019，远洋渔
业职务二级船副，证书号
码37061319750807xx19，保
管不当丢失，特此证明。

李炳青，身份证号码
370728197202097075，远洋渔
业一级船副，证书号码，
37072819720209x353，保管不
当丢失，特此证明。

刘传国于2019年6月遗
失 身 份 证 ，身 份 证 号 ：
370631195509181515，声明作
废。基于此，该身份证在
2019年6月起至新身份证出
来之前办理的任何事物，
在本人未到场签字的情况
下，本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318银保通保单14315437-
1 4 3 1 5 4 5 1 和 1 4 3 1 5 5 9 2 -
14315601作废，特此声明作
废。

莱阳市瑞源道路运输
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370682306268
号，车辆号牌鲁FC7 1 5挂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本报烟台6月29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添
祎) 路遇交通事故，受伤的老人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这时你会选
择挺身而出还是袖手旁观？6月26
日，端午小长假外出途中，烟台毓
璜顶医院儿科医生高兴娟的选择
让很多市民为之点赞，并忍不住
在朋友圈广为传颂。

巧遇惊险的这一幕，毓璜顶
医院儿内科医生高兴娟没有丝毫
犹豫，一刻不停地跪地为老人做
了15分钟左右的心肺复苏，待120

赶到后，她又向120医生介绍了伤
者受伤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抢救措
施，在丈夫协助下将受伤老人抬
到救护车上后，这对低调的夫妇
悄悄离开现场，给周围人留下了
最美的背影。根据现场目击者无
意间拍下的车牌号，这位热心施
救的好心人才被找到。

高兴娟告诉记者，6月26日下
午，她和丈夫宋传刚回栖霞老家
和家人团圆过节。下午3点多驾车
行至福山区高疃镇附近，丈夫发
现前方发生了事故，就让她小心

点开车。作为一名医生，高兴娟马
上意识到这里可能有人需要帮
助，便立即靠边停车，跑过去查看
伤员受伤情况。

高兴娟回忆说，当时一辆绿
色的三轮车翻倒在路边，一位头
发花白的老大爷躺在地上，看起
来伤情严重，一边还坐着一位伤
势相对较轻的白发老太太，神情
痛苦。高兴娟不敢耽误，立即跪在
地上查看老大爷的情况，并帮助
受伤严重的老大爷做心肺复苏。

一边抢救，高兴娟一边询问

老人大约受伤多长时间，以便给
老人更有针对性的救治，一边让
丈夫赶紧拨打120，好抓紧将老
人送进医院抢救。一刻不停地做
了15分钟左右的心肺复苏，大热
天里高兴娟出了一身汗，120赶
到后，高兴娟向120医生介绍了
伤者受伤情况和自己采取的抢
救措施，同时让丈夫协助医生把
老大爷和受伤的老太太抬到救
护车上，然后俩人悄悄地离开了
现场。

意外来得猝不及防，是驻足

观望还是救死扶伤，生死面前因
医者本分，无需考量。近年来，毓
璜顶医院的医护人员用行动交出
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路边抢救
心源性猝死病人的大外科主任姜
立新，南大街跪地救治外卖员的
刘护士，在飞机上抢救休克患者
的尚菊护士，烟大海边抢救溺水
人员、学校门口抢救猝死患者，两
次见义勇为的副主任医师荆艳
艳，地下停车场接生宝宝的许燕
燕护士等都是传递社会正能量的
毓医人代表。

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有情
感、有温度、有速度的理赔服务，
持续打造“国寿理赔-快捷温暖”
的理赔服务品牌，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
寿”)于2019年3月推出了“重疾一
日赔”服务举措。截至2020年5月
底，中国人寿“重疾一日赔”案件
数量累计超过15万件，累计赔付
金额超过55亿元。

据了解，“重疾一日赔”是中

国人寿为申请重大疾病赔付且符
合条件的客户，提供一个工作日
内完成理赔处理的全新、快速理
赔服务。客户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即可享受“重疾一日赔”服务，一
是个人保险合同且出险在合同生
效2年后(保险期间内)；二是客户
首次罹患恶性肿瘤，并已取得相
关医疗证明资料，医疗证明资料
上诊断足以证明患有条款约定的
恶性肿瘤。

黄女士是中国人寿的老客
户。年前，她因罹患宫颈癌住院治
疗。正在全家人为高昂的医疗费
用发愁的时候，女儿想起来黄女
士曾投保过一份重疾险。但是由
于疫情的原因又担心无法得到及
时的理赔。在试着拨通了中国人
寿客服专线95519之后，电话那端

“可以线上理赔”的好消息让黄女
士一家看到了曙光。接案后，中国
人寿马上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于

当日结案并将10万元赔款转入黄
女士账户。收到赔款，黄女士难掩
内心的激动，“怎么也没想到是保
险理赔款让我后续的治疗更有保
障，更没想到在疫情的特殊时期
保险公司的理赔也这么快！”

就职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的刘女士，2019年3月不幸患上乳
腺癌。家里多年的积蓄被掏空，就
在刘女士愁眉不展的时候，她想
起自己前期在中国人寿投保了7

份重大疾病保险。经过中国人寿
审核，刘女士的情况完全符合“重
疾一日赔”服务条件。接案后，中
国人寿立即为刘女士开通理赔绿
色通道。次日，刘女士就收到短信
提醒，她的保险理赔金52 . 1万元
已经到账。

为了方便客户，中国人寿部
分省分公司不同程度推出上门服
务、优先处理、专人理赔等“重疾
一日赔”配套服务。

老人受伤，女医生跪地施救15分钟
烟台毓璜顶医院儿科医生高兴娟的事迹让很多市民为之点赞

中国人寿“重疾一日赔”快捷赔付累计超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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