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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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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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信息

货运物流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遗失声明

山东省非税收入通

用 票 据 ( 号 码 ：

101077557238)不慎遗

失，缴款人：李田伟，执

收单位编码：147001，项

目编码0682-00034，项

目名称：10802，补缴的

土地价款，金额：壹仟捌

佰元整，现登报声明作

废。

本报烟台1月16日讯(记者
马杰) 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烟台东方文化市场联合举办的

“东方明星人物”网络评选活动
颁奖典礼，将于17日上午9:30在
烟台市东方文化市场艺术厅举
行，当天正值腊月二十三农历小
年，颁奖礼现场除了将为24位获
奖者颁发大奖外，还有精彩歌舞
表演，更有多轮幸运大抽奖，千
元奖品等您抱回家，欢欢喜喜过

小年！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都开始

张罗各种民俗用品了，每逢这时
候，许多老烟台人都会选择同一
个地方——— 东方文化市场，无论
是花卉水族，字画古玩，还是家
具厨具，都能在这里找到你满意
的。为了更精准地了解东方文化
市场隐藏着的明星人物，也为了
能使烟台的文化底蕴传播得更
广泛更深远，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烟台东方文化市场联合举办
“东方明星人物”评选活动，共49
家商户报名参评，涉及书画、古
玩杂项、花卉类、水族类、宠物美
食、手工制作、家具类、厨具家电
八大类，通过为期5天的网络投
票，24位参与者脱颖而出，成为

“东方明星人物”，这份荣誉是对
24位商户一年来辛苦付出、诚信
经营的肯定，是一份沉甸甸、暖
洋洋的的“年终奖”！

颁奖典礼将于小年当天举
行，现场将为24位获奖者以及25
位参与者颁奖。领奖的喜悦当然
要与到场所有嘉宾分享，因此，
现场设置了多轮幸运大抽奖，奖
品多种多样，有关乎健康美丽的
奖品：价值1980元的瑜伽季卡、
价值165元的洗牙卡、价值130元
的植物燕窝饮料“银雪燕”，还有
盆栽鲜花、字画、青花瓷碗、卷轴
挂历等实用的物品，现场还有书

法名家书写的对联、福字等作为
随手礼，所有到场来宾都能沾沾
福气！

除此之外，还有东方文化市
场商户、东方老年大学、东方文化
学院等精心编排的歌舞乐器节
目，精彩连连，欢声笑语，这样一
个暖意洋洋的小年你心动了吗？
那就一定要到活动现场啦！17日
上午9点半，东方文化市场艺术
厅，不见不散！

“东方明星人物”颁奖礼今日举行
看节目参加幸运抽奖，千元奖品等您抱回家

烟台“一路书香流动驿站”启动

公交上有了“书香驿站”
本报烟台1月16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卢飞) 1月16
日，记者从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
获悉，1月15日，烟台图书馆联合
烟台市公交集团共同打造的“一
路书香流动驿站”正式启动，让
书香随着公交线路流淌到城市
的各个角落，进一步营造“书香
过大年”的热烈氛围。

“一路书香流动驿站”由烟
台图书馆和烟台公交集团携手
打造。烟台图书馆投入7万余元
购书经费，专门购置《读者》等
深受群众喜爱的 2 4种热门期
刊，投放到44辆1路公交车上，
方便市民乘车时阅读。这是继

“你读书、我买单”服务模式、成
立全民阅读联盟之后，烟台又
一在走在全省前列的阅读服务
创新模式，也是市文化和旅游
局推进文企合作、深化文旅惠
民的重要举措。

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保障
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
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2015年
起烟台图书馆开设了图书流动
车服务项目，将传统的“等读者
上门”变为“开出去，送上门”的
服务模式，延伸了图书馆服务触
角，扩大了图书馆服务范围，用

“流动”来弥补“固定”的不足，把
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延伸出去，让
市民真正享受“文化惠民”带来
的实惠。近年来，烟台图书馆流
动服务车班组被烟台市总工会
多次授予“工人先锋号”“先锋创
业模范岗”等荣誉称号。

“烟台图书馆‘一路书香’流
动服务车实行公交化管理，走出
馆外，开展流动服务,定时定点开

进社区、学校、部队等服务网点，
将图书送到社区居民及弱势群
体身边，有效提高图书馆资源的
社会利用率，是烟台图书馆拓展
服务阵地的重要举措。”烟台图
书馆馆长、书记宋书兰介绍说，

“‘一路书香流动驿站’，是图书
流动车服务项目的升级版。44台
1路公交车相当于44个流动的
‘图书馆’，千余册优秀书籍将随
着公交车‘流动’起来，让乘客充
分地利用碎片化时间读书，推进
全社会共享公共图书资源，营造
更加浓厚的读书氛围，提升烟台
全民阅读水平。这也是庚子鼠年
到来之际为烟台市民送上的一
份书香贺年大礼。”

“开设在公交车上的‘书香
驿站’为工作繁忙只有零散时间
读书的市民填补了阅读时间的
空缺；为距离图书馆较远不想奔
波在路途上的市民填补了阅读

地点的空缺；为忧心买书花费较
多的市民填补了阅读费用的空
缺。”烟台公交集团福山区有限
公司经理李晓林表示，希望越来
越多的“书香驿站”出现在港城
的公交车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
丰富的精神食粮同时，也为烟台
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让这座
全国文明城市五连冠之城书香
四溢。

下一步，烟台“阅读驿站”
还将在宾馆、景点、茶馆、咖啡
厅、健身房、美容店、车站、码头
等多场所设立，充分利用各种
社会场地资源，建立烟台图书
馆分馆，并配备一定数量的书
刊，定期更换，方便读者就近阅
读、随时阅读，同时与烟台图书
馆所有分馆实行通借通还，实
现文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让
书香浸润港城，进一步擦亮“书
香烟台”名片。

芝罘区推广卫生健康监管领域
应用二维码查询系统

本报烟台1月16日讯 (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张鹏 )

16日，记者从烟台市卫健委获
悉，为进一步推进卫生监督信
息建设工作，加强卫生监督执
法信息化数据的应用及便民
利民，强化社会对卫生监督执
法工作的监督与支持，保障公
众参与权、监督权和知情权，
芝罘区卫计监督所在全区范
围内推广应用二维码查询系
统。

截至2019年底，芝罘区卫

计监督所共对辖区内531家医
疗机构、1186家公共场所、77
家学校、7 5家放射诊疗机构、
536家传染病防治机构、36家
供水单位、6家消毒产品生产企
业、2家餐饮具集中消毒企业、3
家职业卫生监管单位以及18家
计划生育服务机构进行二维码
张贴，公众通过扫描张贴在被
监管单位显著位置的二维码，
快速浏览查询该单位的基本信
息和卫生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为公众消费提供依据。

“新安”治前列腺增生效果更好
排尿哗哗的，晚上再不用一

次次起夜。对很多人来说稀松平
常的事，对很多前列腺增生患者
来说，却是殷切的期盼。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付成军亲自操作的
德国铥激光(也叫“2微米激光”)
手术就是又快又好治疗前列腺
增生的更好方法。

“德国铥激光前列腺增生微
创手术，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
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业务院长付成军教
授指出，德国2微米铥激光颠覆
了过去各种前列腺增生手术，创
造性地采用波长仅为2微米的铥
激光，把增生组织一块块切割下
来，同时迅速汽化凝血。不像常
用的电切术那样一片一片往下
刮，既大大减少了切割刀数，也
极大地减少了出血量，一般一例
手术的出血量不超过10ml。

德国铥激光前列腺增生微
创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更
小。这是因为，铥激光在组织中
的穿透深度仅0 . 3毫米，仅为电
切的1/3，这意味着，热损伤深度

更小，仅为电切的1/3，远远小于
目前最常用的前列腺汽化电切
手术。去除组织后留下的凝固层
更薄，同样远远小于前列腺汽化
电切，因而不会出现严重的组织
水肿、坏死、后发腐肉形成的刺
激症状等不良反应。

付教授做的前列腺增生微创
手术，手术时间更短，创伤更小，
几乎不出血，而且切除前列腺增
生组织更多。特别是贴近前列腺
包层包膜的增生组织，只有付教
授这样的大腕才有能力去切，因
为贴近包膜处的增生组织需要极
其高超的技术和切除水平，否则
容易损伤包膜。每天指名要付教
授亲自做手术的患者络绎不绝。
用他们的话说，付教授技术精湛，
他做的手术更放心。

连续5次获评“深受市民信
赖医院”，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感
恩回馈：每种男科疾病检查套餐
仅需30元，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
高1000元，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
等 实 行 限 价 。咨 询 电 话 ：
299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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