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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调整查酒驾策略
隔夜酒司机纷纷落网

针对炎热夏季夜间饮酒时间长，次日
早上易发生酒驾的现象，莱阳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适时调整查酒驾策略，由夜查向早
查倾斜，加大早高峰检测酒驾力度，最大限
度地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7月25日早上7：30，莱阳交警一中队在
城区西关路口开展酒驾整治行动，由于早
高峰时段人流车流量大，一中队将6支测酒
棒集中使用，利用驾驶人等红绿灯的间隙，
实行快检测、快放行，避免了因查酒驾出现
交通拥堵。

整治行动仅开展1个小时，民警连续查
获2起酒驾。7时40分许，民警对路口正准备
左拐的一名驾驶人盖某进行检测，现场呼
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33mg/100ml；8时20分
许，民警又查获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张某某，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为42mg/100ml，同样构
成酒驾。经查，两名机动车驾驶人头晚均与
朋友饮酒到深夜，早上睡醒后带着未耗尽
的酒味驾车上班，不料因酒驾被查获。行动

中，民警还发现另一名男子通过酒精呼气
测试仪吹出16mg/100ml，离酒驾标准只差4
毫克。

不少司机自以为晚上喝了酒，只要当
时不开车，睡一觉第二天就没有关系了。殊
不知，这完全是对酒后驾驶的误解。其实，
对酒后驾驶的认定，是根据驾驶员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来决定的，具体什么时间喝的
酒，对认定不构成影响。

图为莱阳交警早高峰时路面严格查酒驾
(耿世良 胡延华)

第二届烟台社区文化艺术节第三场初赛，8月3日将在美迎美家家居广场福山店举办

有有才才艺艺，，就就来来报报名名参参加加文文化化节节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曲

彦霖 实习生 孙晓璇 王
燕 刘荣华) 8月3日下午，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与烟台市
教育培训协会、烟台市美迎美
家家居广场联合主办，长安1
号·中央广场、烟台稷黍酒业
有限公司协办的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第二届烟台社区文化
艺术节暨“出彩少年派”少儿
才艺展演大赛，最后一场初赛
将在烟台市美迎美家家居广
场福山店举办。

没赶上前两场比赛？没关
系。8月3日下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第二届烟台社区文化
艺术节暨“出彩少年派”少儿
才艺展演大赛最后一场初赛
将在福山区美迎美家家居广
场隆重举行，我们竭诚欢迎您
的到来。

选手招募活动正火热进
行中，近日来，报名咨询电话
不断，小选手们早已跃跃欲
试，准备展示自己的青春活
力。只要你多才多艺，只要你

想展现自己的才华，我们就为
你提供平台，为你插上梦想的
翅膀，助你起飞！机不可失，快
来 报 名 吧 。报 名 电 话 ：
15106456961。

“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
深情一万重。”古筝小选手们
将音乐的蕴含真切地淌露于
指尖，用心诠释每一个音符；
二胡小达人们将带来悠扬的
二胡曲调，时而哀怨苍凉，时
而委婉清丽，丝丝缕缕，欲断
又连……本周六的比赛高手

云集、亮点多多，将给您带来
一场唯美的视听盛宴。

特邀的专业评委将根据
选手的现场表现，从形象仪
表、表演特色、才艺水平、整
体 效 果 等 方 面 进 行 综 合 评
价。比赛中涌现的优秀小选
手，将参加8月11日总决赛的
角逐。

比赛报名不需任何费用，
还有丰厚大奖等您来拿。一等
奖2名，将获得华为平板电脑；
二等奖4名，将获智伴儿童智

能机器人；三等奖10名，可获
儿童乳胶枕；优秀奖若干，可
获定制儿童摄影；网络投票前
6位选手奖励华为儿童手表。
同时对表现优异的单位和教
师，颁发优秀组织单位奖和最
佳指导教师奖。

有梦就不平凡，等你来出
彩！报名电话：15106456961。

初赛第三场时间：8月3日
(本周六)下午。

地点：烟台市美迎美家家
居广场福山分店。

红旗招展，红歌嘹亮

烟烟台台4400多多位位志志愿愿者者开开启启红红色色之之旅旅
本报7月29日讯(记者 梁莹

莹 实习生 王本业) “我和我
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 走 到 哪 里 ，都 流 出 一首赞
歌……”“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
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
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
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
党 ，毛 泽 东 思 想是不 落 的 太
阳……”7月27日，在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联合烟台公交集团推出
的“乘坐红色专线，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党日活动中，伴随着志
愿者们的歌声，红色专线车厢里
红旗招展，红歌嘹亮，大家接受
了一次“胶东精神”“爱国主义特
色教育”的熏陶与洗礼。

27日上午7点多，来自招远市

金太阳志愿服务中心的七位志
愿者首先赶到了火车站北广场集
合点。8点，来自烟台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烟台机场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烟台市卫健委、招远市金太
阳志愿服务中心等单位的40多位
志愿者乘坐红色专线出发，先后

瞻仰了杨子荣革命纪念馆，参观
胶东革命纪念馆以及游览烟台山
景区，每到一处，志愿者们认真观
看展览，细心聆听讲解员的讲述，
了解烟台百余年来的历史文化变
迁，感受胶东红色传世经典，达到
了视觉与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88 .. 0033到到三三联联闭闭店店内内购购会会疯疯抢抢

保保价价到到““十十一一””，，买买贵贵双双倍倍补补差差价价

8月3日，三联家电“只
为自己人第六季”——— 疯抢
8 . 03闭店内购福利会活动
即将开启，连续五年的“只
为自己人”活动不仅成为了
三联家电一个招牌，更是烟
台消费者买家电信得过的
节日，在这场全年最大的家
电大促中，各大品牌拿出重
磅优惠回馈广大消费者，力
度惊人，价格远低于平时的
活动价格！三联家电郑重承
诺：活动当天全城、全网产
品价格低于“十一”，买贵双
倍补偿差价。

消费者想要参加此次
内购会首先要领取活动手
册，才能享受专属特权，手

册还能当钱花呢！即日起
到8月2日，联系三联家电
内部员工或认筹处，2 0元
购入场手册，8月3日凭手
册入场，购满600元，手册就
可以抵6 0元，另外可获赠
价值88元的礼品；购满1000
元，手册就可以抵100元，另
外可获赠价值 8 8 元的礼
品。

活动期间，海尔、海
信、美的、西门子、格力、三
星、康佳、创维、澳柯玛等
厂家代表纷纷表示，将拿
出最齐全的产品、最优惠
的政策、最靠谱的服务，鼎
力支持三联家电此次内购
会活动。

莱莱阳阳警警方方发发布布通通告告

被被骗骗群群众众速速来来报报案案！！限限期期一一个个月月

本报7月29日讯 (记者
闫丽君 实习生 武俊

杰 通讯员 莱公宣 ) 7
月2 9日，记者从莱阳市公
安局获悉，2 0 1 8年 8月 2 4
日，莱阳市公安局曾对山
东肆豐投资有限公司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
侦查，目前犯罪嫌疑人王
某、盖某等人已被莱阳市
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其间，因受办案期限

限制，导致有一些投资人
未到公安机关报案，莱阳
市公安局现请此前未到公
安机关报案的投资人从7
月29日起，务必于30天内到
莱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
案。

据了解，如果在规定时
间没有报案，公安机关将视
为自动放弃报案，会影响到
投资人的相关权利，希望各
位投资人相互转告，抓紧时
间到莱阳市经侦大队报案。

治治好好泌泌尿尿感感染染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更更有有办办法法

泌尿感染应该怎么治疗？专业的
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治疗泌尿生
殖感染，当然要找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

“很多人感觉泌尿感染难治，关
键就在于治疗不得法。”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业务院长付成军教授指出，最
近天气炎热，泌尿感染(如包皮龟头
炎、睾丸炎、尿道炎和膀胱炎等)和性
传播疾病(淋病、梅毒、湿疣、疱疹和支
衣原体感染等)患者明显增多。更让人
忧心的是，许多患者病急乱投医，往
往自己盲目治疗无果才到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接受专业、规范的治疗。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为什么能治
好泌尿感染？就是因为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不仅有针对性检查设备，更有专
业的先进技术。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拥
有国际标准的检验中心，按照“世界

卫生组织(WHO)人类男科疾病专业
诊疗规范”建立了“国际标准男性生
殖实验室”和山东省艾滋病筛查实验
室，拥有非专业医疗机构所不曾有的
专业检测设备，并由资深检验师操
作，检验水平始终走在全省的前列。
历经10余年研发的中西医联合治疗
新技术，克服以往技术的不足，能有
效阻断病原体的DNA复制链条，从
根源上治疗包皮龟头炎、睾丸炎、尿
道炎和膀胱炎，以及淋病、梅毒、湿
疣、疱疹和支衣原体感染等。

7月，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特推出
“7月献礼，关爱男人”活动：原价千元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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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7日上午，2019烟台中国-
以色列骨科高峰论坛在芝罘区金
海湾大酒店成功召开。此次会议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带来骨
科医学领域近期的新成果、新进
展，并同时开启烟台毓璜顶医院-
以色列Emek医学中心骨科友好
科室合作互访活动，在资源和技
术共享的前提下，实现互利共赢。

本次会议由烟台毓璜顶医
院医务处处长王云强主持，烟台
毓璜顶医院副院长宋西成致欢
迎词，以色列Emek医疗中心骨科
主任Nimrod Rozen教授为开幕
式致辞，烟台毓璜顶医院运动医
学科主任徐强教授和手足外科
主任林国栋教授作为大会联合
主席分别介绍了以色列及Emek
医疗中心的情况。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科技高
度发达的国度，尤其在医疗、生

物、农业、电子、激光等领域世界
领先，以仅占全世界0 . 07%的人口
却获得了24%的诺贝尔奖。Emek
医疗中心是以色里北部最大的骨
科中心，亦是北部最重要的骨科
与创伤转诊中心，其技术与理念
与美国同步。其中以N i m r o d
Rozen教授为首的团队科研能力
达到世界领先，其研究的骨再生
技术在全世界第一个应用到临床
并获得成功，震惊世界。

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长宋西
成在致辞中称，中以两国在历史
上有着极其深远的渊源，两国在
医疗、卫生、科技领域展开高度的
交流和合作。此次共同举办的“2019
年烟台中以骨科高峰论坛”和烟
台毓璜顶医院-以色列Emek医疗
中心骨科友好科室合作互访活动
即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和典范。

Nimrod Rozen教授在致辞中

还对烟台毓璜顶医院姜晓锐博士
为他们此次中国行程所做的安排
及照顾表达了感谢，希望今后两家
医疗机构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随后，宋西成副院长为以色列的专
家们颁发客座教授荣誉证书。

“我们有大量的临床资料，
他们提供先进的技术，实现优势
互补。”宋西成称，此次活动中烟
台毓璜顶医院与以色列Emek医
疗中心签署相关文件，共同建立
战略合作科室，双方人员也会定
期学术互访并加强文化交流，以
此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

据悉，此次会议是希望在
“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加强两国
在医学领域的交流合作，此外，
两家医疗机构还将就骨再生技
术加强战略合作，提高烟台毓璜
顶医院在此方面的技术，充分实
现双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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