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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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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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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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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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烟台市维庆投资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37062764827809号税务登
记证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李圣浩遗失造价工
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编号:
2017023370232017370609
000049)，特此声明作废。

催告函

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王传江，栖霞市金谷矿

业有限公司、烟台市隆昌集

团有限公司、烟台华雨食品

有限公司、唐琦：

因烟台恒业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王传江2015年先后

多次向本人孙晓艳借款本金

合计伍仟壹佰叁拾万叁仟

元，并由栖霞市金谷矿业有

限公司、烟台市隆昌集团有

限公司、烟台华雨食品有限

公司、唐琦提供借款担保。由

于借款期限已经届满，尚有

本金及利息未还清，请立即

偿还借款。因无法与你们取

得联系，特此公告催收。

催告人：孙晓艳

2020年3月21日

催告函

王绍峰：

因王绍峰2016年

向本人孙晓艳借款

本金合计伍拾万元，

并由崔昱提供借款

担保。由于借款期限

已经届满，尚有本金

及利息未还清，请立

即偿还借款。因无法

与你们取得联系，特

此公告催收。

催告人：孙晓艳

2020年3月21日

催告函

烟台北洋科技有限公

司、孟繁平、孟庆波：

因烟台北洋科技有限

公司、孟繁平、孟庆波2014

年先后向本公司烟台鸿泽

投资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合

计壹仟万元，并由烟台鼎

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提供

借款担保。由于借款期限

已经届满，尚有本金及利

息未还清，请立即偿还借

款。因无法与你们取得联

系，特此公告催收。

催告人：烟台鸿泽投

资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1日

遗失声明

●莱阳中通运业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370682308641号，车辆号牌鲁
FC7858(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本人周廷民在河洛镇马崖口村58号拥有宅

基地住宅一套，房屋不动产权为周廷民本人

独有，2019年9月14日曾写一纸条暂时委托

“大哥负责管理院子”丢失，现声明纸条作废。

●莱阳大通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370682907824号，车辆号牌鲁
FOH222(黄);营运证号：370682907969号，车

辆号牌鲁FAF09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三丰物流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370682909255号，车辆号牌鲁
FBD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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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证号：370682309609号，车辆号牌鲁
FD911挂(黄)；营运证号：370682909449号，车

辆号牌鲁FD719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鹏翔商贸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370682909845号，车辆号牌鲁
YC2998(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忠志(身份证号码：370682199307278819)
不慎遗失身份证，特此声明。

●莱阳市隆兴废草利用加工厂 (注册号：
370682600242091)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莱阳市顺盛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

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315134号，车辆号

牌鲁YD148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天时物流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370682907889号，车辆号牌鲁
FAC660(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胜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

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313374号，车辆号

牌鲁YC800(黄)；营运证号：370682312916号，

车辆号牌鲁YC341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柏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减资公告

莱阳市柏林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2772094828H)经股东

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肆仟万元整减少到

贰仟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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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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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烟台3月26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徐秀婷) “我叫可
可”“今年六岁”“我是小男孩”“希
望大家喜欢我”……在爸爸的引导
下，可可(化名)完成了这段填空式
对话，看似寻常的交流，可可一家
人却在煎熬中整整等了六年。据了
解，自闭症患者可可使用脐带血回
输治疗后行为得到明显改善。

可可是一名自闭症患儿，在他
三岁的时候，出现不爱说话、不合
群的现象，开始一家人并没有在
意，觉得孩子可能只是语言发育迟
缓，也没有相关方面的意识。直到
可可上了幼儿园，可可和别的小朋
友表现出更多的不同，比如总是一

个人发呆，说话语序颠倒，表达不
清晰。在老师的建议下，家人带可
可去医院检查，确诊为自闭症。

儿童自闭症(孤独症)，是一
种发育障碍类疾病。该病起病于
婴幼儿期，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
的言语发育障碍、人际交往障碍、
兴趣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目前
自闭症的治疗主要是通过训练干
预法和药物治疗法，尚无最优治
疗方案。医学专家一直在探索更
有效的方法治疗自闭症。

可可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
练但不见效果，在得知脐带血回
输可以治疗自闭症后，可可的父
母猛然间想起可可出生时储存在

山东省脐血库的脐带血，便迫不
及待要为孩子进行脐带血回输治
疗。2019年3月7日，历经波折，可
可在深圳市儿童医院顺利完成脐
带血回输，输注过程顺利。3月20
日，可可出院回家。

在回输半年后，山东省脐血
库的工作人员对可可的恢复情况
进行回访，看到可可发生了许多
可喜的变化。

“情绪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跟
他说话不搭理人，现在多少能回
应了。”可可妈妈高兴地说。此时
的可可正在和妈妈一起玩玩具，
并时不时地向妈妈讨教。“前几
天，可可在幼儿园主动帮老师搬

了椅子，第一次受到老师的表扬，
在这之前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可
可妈妈说到这里，难掩内心的激
动，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

可可的改变给一家人带来的
惊喜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让他的
父母对脐带血有了新的认识：“我
还是很建议他们去保留脐带血，
因为很有用！”可可的妈妈表示，

“现在因为可可的经历，我会经常
建议周围生孩子的亲友储存脐带
血，去年弟弟生孩子，也毫不犹豫
采了脐带血。”

因为脐带血的输注，对于孩子
的将来，可可妈妈也有了更多的期
待，她希望可可能够早日融入到社

会，正常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近年来，自闭症治疗领域出

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消息，杜克
大学纪事报报道，目前杜克大学
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脐带血治疗各
种疾病的潜能，这其中就包括了
自闭症。研究负责人Kurtzberg教
授提到，实验12个月中无不良事
件发生，患儿在接受输注脐带血
后行为得到了明显改善。数据显
示，杜克大学在自体和异体脐带
血治疗脑瘫和自闭症等神经系统
疾病方面已经积累了超过700例
的临床实践。

我们期待脐带血的相关研究
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自闭症患者妈妈：脐带血真有用
自闭症患者用脐带血回输治疗，行为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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