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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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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邵伟峰，身份证号码 :
371081197804296113，远洋
职 务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371081197804299479，签发
日期 : 2 0 19 . 1 2 . 1 8，保管不
当丢失，特此证明！

公告

莱州泽远策划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3MA3CEDC44E)经
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人
民币50万元减至人民币20
万元，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
起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特
此公告。

莱州泽远策划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王大姐专业征婚19年
会员万人，成功率高，
保成。电话：6 1 5 0 3 4 5
地址：大海阳立交桥
桥下往北 1 0米路东

女，45，本，离，165，财务，
车房全，年轻美丽。
女，52，丧，164，退，车房
全，品貌兼优。6257804

本报烟台6月1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毛春峰 王振辉)
“这是我的背包，里面有笔记本

电脑、钱包、现金、银行卡、机票、住
宿发票等，一万多块钱的东西一样
都不少。太感谢了！为烟台好司机
点赞，感谢你们的帮助，烟台真不
愧是全国文明城市。”5月30日上午
9点，在烟台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
队城铁南站管理所，来自南京的张
先生从交通执法人员手里接过遗
失物品，感动不已，连声道谢。

据了解，5月29日晚7点左右，
鲁YT3575、鲁YT3377出租车驾
驶员徐瑞章、柳明军在城铁南站
出租车待租通道内排队候客时，
两个人同时发现在他们出租车左
侧站前广场的一个石凳上有个灰
色背包，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无人
照看。于是两人相约捡起背包，第
一时间送到了城铁南站出站口对

面的交通执法亭。当时，交通运输
执法监察支队城铁南站管理所副
所长边恒博正在班上执勤，他立
即当众打开背包检查，按程序登
记并根据包内物品信息仔细寻找
失主线索。

徐瑞章说：“来高铁站的人，
基本都是出远门的，丢了这么多
重要的东西，失主得多着急啊。”

“城铁南站是烟台的脸儿，捡到了
咱不能昧良心，赶紧找找失主
吧。”柳明军在一旁附和道。

经过一番仔细检查，交通运输
执法监察支队城铁南站管理所副
所长边恒博，在包内一个夹层里找
到了失主的名片。“失主张先生是
南京某贸易公司部门经理，根据名
片上他的手机号码我拨打过去，电
话响一声就挂了，再拨打手机就关
机了。半小时内我又拨打了4次，手
机一直是关机状态。我根据名片联

系他公司的办公电话，可能是下班
了，也是无人接听。直到晚上八点
半，我拨打张先生手机时，他才接
了电话。”边恒博说。

“我是从南京来山东谈业务的，
昨天下午从济南到烟台。中午在济
南喝了点酒，到烟台下车后有些迷
糊，也不知道怎么把背包落下了。本
想晚上转车去青岛，这下走不了了。
你打电话时，我正在开发区朋友那
里发愁，手机也没电了……太感谢
你们了，烟台的出租车司机好样的！
你们的工作很到位！”拿着失而复得
的背包，张先生激动地说。

“徐师傅、柳师傅拾金不昧的
行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例。近
期，我们按照市交通运输局、市交
通运输执法监察支队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有关部署，一手推文明
执法，一手抓行业服务，通过专项
整治、联合执法、日常巡查、约谈宣

讲等举措，规范出租车、网约车，打
击‘黑车’，全力维护辖区营运秩
序。遵纪守法、文明驾驶、诚实守
信、维护行业形象已逐步成为南站
待租出租车司机的共识。”烟台市
交通运输执法监察支队城铁南站

管理所所长孙少俊说，烟台交通运
输执法监察支队城铁南站管理所
将给予徐瑞章、柳明军两位师傅行
业通报表扬并号召大家向他们学
习，用实际行动继续助力烟台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冲刺“六连冠”。

捡到万元包，俩的哥连夜找失主
交通部门将给予行业通报表扬，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助力烟台文明城市创建冲刺“六连冠”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掌上医院上线，30元查男科回馈市民
为方便广大市民就医，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推出便民新举措，
专门开通掌上医院，市民可以通
过公众号或小程序：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免费咨询医生，疾病症状
自查，购买健康医疗服务，真正把
医院“搬”到手机上。为此，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在六月推出掌上医院
推广月活动。

男科疾病治得好，患者都来
找，每天到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就医
的患者络绎不绝。烟威地区泌尿外

科权威、主任医师付成军教授，4项
市级医学科研成果奖获得者周振
辉副主任医师领衔的数十位知名
男科专家，在男科界名声赫赫。

不仅烟台本地，就是许多外
地患者都指名求医，以至于有时
候挂号都要排队，浪费很多时间。
现在好了，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推
出掌上医院，只要在手机上轻轻
一点，就能挂专家号，而且原价20
元的专家挂号费在推广月中仅需
1元，既省钱更省事。

本次推广月，不仅网上挂号省
钱省事，检查方面也是实惠满满，
包含查生殖感染、前列腺、性功能、
包皮包茎、性传播疾病和不育症等
六类男科疾病。每类套餐平时都是
花数百元，现在仅需30元，实惠到
家，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除了检查费如此实惠，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对多项先进的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特色男科技术，也推出
惠民政策：治疗早泄的第二代阴茎
脱细胞生物补片技术援助1000元；

治疗阳痿的TP性细胞激活技术援
助800元；治疗前列腺的ECO前列
腺治疗系统援助200元；治疗泌尿
感染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援助200
元；治疗尖锐湿疣疱疹等性传播疾
病的联合治疗技术援助200元；包
皮手术手术费780元；治疗疝气、腋
臭、痔疮的微创手术援助200元。

活动期间，扫码关注公众号：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不仅能够学
习健康养生和疾病预防知识，还
能到医院领取体温计1支；在网

下，可以到医院领取《自我保健按
摩》和《烟台市民健康手册》。一人
只限一次，共500本，发完为止。咨
询电话：2996666，公众号、小程
序：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捡到背包的两位出租车司机。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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