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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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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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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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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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莱阳新景程物流有限公

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

运证号：370682909274号，

车辆号牌鲁FBH50挂(黄)，

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中通运业有限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鲁交

运管烟字：3 7 0 6 8 2 3 1 3 0 8 1

号，车辆号牌：鲁YC733挂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团旺华日服装城

(注册号：370682600407838)

营业执照 (正副本 )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烟台市锦通电气有限

公司减资公告

烟台市锦通电气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590303094T)经股

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叁仟陆佰万元整减少到

叁仟万元整，请相关债务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做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吉房出售
烟台十里洋房小区，滨海东路
与农大路口南，140平米，3室2
厅2卫，2楼。距海1公里，电梯
多层，花园洋房。绿化好，公摊
小，环保装修。 17305452079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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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大正水暖太阳能
批发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家用净

水机，卫浴花洒，304无铅水龙头。

电 话 : 18953582018

高新区海洋牧场青年联谊会成功举办

单单身身男男女女海海上上浪浪漫漫约约会会
本报8月5日讯(记者 闫丽

君 实习生 武俊杰 王本
业) 8月4日，由共青团烟台高
新区工委、烟台高新区妇女联
合会、烟台高新区总工会共同
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办
的“青心烟台：以爱之名，相约
高新”青年联谊会在清泉海洋
牧场成功举办。

早晨7点多，就有部分男士
陆陆续续地到达清泉海洋牧场
码头，不到8：30，50多位单身青
年男女全部侯在码头，准备登
船前往清泉海洋牧场。

一路饱览沿途海上的美丽
风景后，上午9点，大家终于到
达了目的地，在离海岸线3000
多米的平台上，四周蓝天白云，
碧波荡漾，远处隐隐约约还能
看到很多海岛，如同仙境般神
秘，不禁让人们沉醉其中。等主
持人宣布活动开始后，大家才
回过神来。

现场，首先进行自我介绍
环节，女生先开始，其中一对
双胞胎姐妹引起了大家的注
意，原来是姐妹花携手来相
亲；接着，一位谭姓女士热情
奔放的自我介绍和深情献唱

《原来你也在这里》将现场气
氛带到了高潮，大家都主动鼓
起了掌。

千山万水能在人海中相
遇，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每
位单身男女的到来都需要勇
气。记者了解到，现场，来自栖
霞的赵先生就是在翻看《齐鲁
晚报》的时候，无意中发现联谊
会信息，感觉形式很新颖，自己
又刚好是单身，就赶紧报了名，
并于活动当天一大早从栖霞开
车赶过来；还有宋先生，特别巧
的是他还是参与设计清泉海洋
牧场的设计师，他表示自己设
计的平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自
己的“孩子”一样，没想到今天

居然会“领着孩子找妈妈”，在
自己设计的平台上参加相亲活
动有种主场加成的感觉。

随后，主持人带领大家开
始了分组游戏环节，其中在提
笼拔蟹环节，讲究的就是运气，
只见有的男女嘉宾两人合力，
提起一大笼螃蟹和小鱼，而有
的却只能望着一笼水草叹气。
有位不服气的女士看着自己收
获甚少的蟹笼，强拉着自己的
搭档要再提一次，引起了大家
的阵阵笑声；VR体验馆中，男
女嘉宾戴着VR眼镜，共同体验
了刺激的3D海底世界，有的男
士还主动为女士讲解海洋知
识，大家玩到尽兴处甚至嬉戏
打闹；旋爱环节，男女嘉宾在更
私密的空间里进行一对一交
流，这个环节少了外界的打扰，
让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加深
入；现场还有一些游戏环节也
让大家玩得很开心，其中部分

男女嘉宾配合非常默契，几乎
答对了所有的题目，好像彼此
之间有着心灵感应，以至于男
士在活动结束后主动找主办方
要女士的联系方式。

另外，在活动间隙，三三两
两的男女嘉宾走上平台甲板，
欣赏着海上美景的同时也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有好几位单身
男女已经成了好朋友，正约定
着等活动结束后一起去吃饭聊
天。

中午11点多，活动临近尾
声，男女嘉宾合影留念之后，恋
恋不舍地坐船离开了海洋牧
场，结束了一上午的快乐之旅。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治治疗疗泌泌尿尿感感染染，，好好得得快快
最近天气异常炎热，泌尿

感染也像这温度一样节节升
高。“泌尿感染和其他感染不
同，很容易在夫妻之间形成交
叉感染。”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
务院长付成军教授强调，男人
应该有担当，如果患上了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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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及
时到像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这样
的专业男科医院，进行正规的
检查治疗。在治疗好之前，切不
可不顾传染的风险与伴侣同
房，以免引发夫妻之间的交叉
感染。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
长付成军教授指出，只要经过

正规专业的治疗，绝大多数患
者都能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
每年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好
泌尿感染或是性传播疾病的患
者多达数千人次。

在治疗技术方面，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拥有数十项国内
鲜有的特色技术，特别是引进
的联合治疗新技术，治疗泌尿

感染如包皮龟头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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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彻底，好得更快，效
果更佳。医院连续4年被评为

“烟台百姓满意男科医院”，连
续8届被评为山东省、烟台市

“消费者满意单位”，就是明
证。

8月，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特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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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0 元 。咨 询 电 话 ：
299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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