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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6月23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张国
杰) 作为全市重点民生工程，烟
台山医院东区的建设启用一直深
受群众关注。近日，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烟台山医院获悉，
东院区自去年12月28日起试运
行，首批28个门诊开诊，多个医技
科室投入运行。东院区内科病房
已经完成了设备设施的配置，预
计本月底前可投入使用。

烟台山医院党委书记于远臣
介绍说，东院区自去年12月28日
起试运行，首批28个门诊开诊，多

个医技科室投入运行。它将有效
满足周边居民的就医需求，为烟
台及其他城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诊疗服务。据介绍，东院区位于
莱山区学院路，整个项目占地180
余亩，其中一期项目建筑面积
22 . 35万平方米，包括4层门急诊
及医技行政用房、3栋住院楼，以
及地下建筑部分。

百年名院，再启新程。今年是烟
台山医院建院160周年，烟台山医院
正在适时启用东院区的病房楼及其
他门诊、医技科室。届时，烟台山医
院将形成“三大院区齐头并进，‘双

三甲’医院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
以更优的服务、更高的技术、更新的
形象关爱生命、护佑健康。

生命相托，“救”在身边。急诊
医学科大科主任杨海燕介绍，5月
9日启用的东院区急诊科，将有效
满足东部城区急危重症患者的就
医需求，与北院区急诊科、南院区
急诊科形成服务范围广、救治能
力强的急救网络体系。东院区急
诊科的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
它包括院前急救、急诊抢救室、急
诊门诊、留观输液室、急诊病房、
急诊重症监护病房6大部分的救

治区域。此外，与之配套的CT、核
磁、检验、心电图、超声等辅助检
查一应俱全。

布局合理、流程规范、宽敞明
亮、交通便捷是东院区急诊科的
几大特点。例如，这里配备了新的
救护车辆、先进的急救设备。急诊
重症监护病房有16张病床，为全
市急诊重症最多；这里的医护人
员均是烟台山医院急诊科的原班
人马，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

群众健康无小事。烟台山医院
医务科科长姜俊杰称，目前东院区
内科病房楼已经完成了设备设施

的配置，预计本月底前可投入使
用。据悉，东院区设置了重症医学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血管
内科、消化内科、肾内科、神经内
科、内分泌与代谢科、全科医学科、
血液内科等病区，科室设置覆盖了
全部内科领域。病区的设备设施都
做了人性化设计、合理化配置，能
够为大家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另据了解，在北院区，内、外、
骨科均做了保留，尤其是神经内
科、心血管内科各保留了两个病
区，并且增设了老年医学科和全
科医学科。

烟台山医院东院区28个门诊已开放

内科病房预计本月底投入使用

端午高速攻略来了，这几个易堵点提前知
适用快速处理的交通事故可到7处事故快处点处理

本报烟台6月23日讯(记者
范华栋 通讯员 臧雁伶) 23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
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获悉，端午节
假期高速公路实行不免费政策，
三天假期，预计不少市民将会选
择短途自驾出行。结合往年假期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经验，高速交
警分析，G15沈海高速412KM—
417KM(福海路立交)青岛方向、
420KM—417KM(大杨家立交)烟

台方向(荣乌转沈海匝道)、G18荣
乌高速161-162KM(东厅收费站
附近路段)东营方向等路段易堵。
福山、栖霞北、杜家疃、莱州四个
收费站车流量较大，有拥堵风险，
建议大家绕行。

结合往年假期期间交通安全
管理工作经验，G1 5沈海高速
412KM—417KM(福海路立交)青
岛方向、420KM—417KM(大杨
家立交)烟台方向(荣乌转沈海匝

道)、G18荣乌高速161-162KM
(东厅收费站附近路段)东营方
向、179-180KM(八角立交)东营
方向、305KM莱州服务区烟台方
向，威青高速103-107KM(海阳东
立交)东向西方向、111-114KM西
向东(从海阳收费站向东4公里)，
属于易堵路段。

福山、栖霞北、杜家疃、莱
州四个收费站车流量较大，有
拥堵风险，建议大家绕行。途经

沈海高速福山收费站的市民朋
友，可选择荣乌高速东厅、古现
收费站绕行。途经沈海高速栖
霞北收费站的市民朋友，可选
择臧家庄、栖霞收费站绕行。途
经荣乌高速杜家疃收费站的市
民朋友，可选择莱山、崇义收费
站绕行。途经荣乌高速莱州收
费站的市民，可选择莱州东、沙
河收费站绕行。

端午小长假期间，烟台高速

交警支队将在辖区高速公路设
置7处事故快处点，发生符合快
速处理条件的交通事故，当事人
应及时撤离现场，不得长时间停
留在现场，以免造成交通拥堵及
二次事故。只造成财产损失且车
辆能够自行移动的交通事故，适
用快速处理，对于适用快速处理
条件而不及时撤离现场造成交
通堵塞的，当事人将被处200元
罚款。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老人
莱山黄手环发放活动开启

本报烟台6月23日讯(记者 闫丽君)
2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莱山

区卫健局获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
推进，为帮助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
呆)和易突发疾病的老人在发生迷路、昏
倒时能得到及时救助，近日，莱山区卫
健局联合区红十字会福路救援队在莱
山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举行了“莱山区
黄手环行动首发仪式”。

活动前期，为做到应发尽发，卫健
局联合莱山区红十字福路救援队通过
对在册阿尔兹海默症老年人名单进行
摸排，逐人逐户进行电话走访落实，掌
握了全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具体情
况。活动现场，志愿者们为到场的老人
或家属进行了认真注册，并耐心、详细
讲解了使用方法，同时社区医生对老人
开展义诊，为老人们免费测心率、血压，
向老人和家属普及阿尔茨海默病的相

关知识，提高家属的照护能力与水平。
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老年朋友们纷纷选
择在第一时间戴上黄手环，兴奋之情溢
于言表。

“黄手环”行动是一项旨在防止患
有阿尔茨海默症老人走失的爱心公益
活动。凡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患有阿尔
兹海默症或有走失风险的老人，都可免
费领取使用。手环是由黄色的橡胶做成
的，可以像戴手表一样戴到手上。微信
黄手环可以将老人家属信息存储在微
信二维码中，万一老人走失，路人通过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询老人家属联系方
式，帮老人安全回家。

下一步，莱山区卫健局将配合红十
字福路救援队走进社区，让有需要的老
人能够就近领取“黄手环”，保障阿尔兹
海默症老人的出行安全，让爱伴老人们
安全回家。

烟台平安人寿提示您：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庭

2020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
到来之际，为深度落实、执行中国
银保监会关于开展2020年防范非
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的统一部
署，切实做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教育工作，进一步强化非法集资
风险防控责任意识，烟台平安人
寿于6月同步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月活动，帮您了解非法集资
的常见手段，教你拒绝高利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

高利率、超稳定的理财产品
总是让人心生向往，投资者以为
碰上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殊
不知其实一头撞进了非法集资的
骗局：你图他的高息，他要你的本
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到
底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的定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0〕18号)，非法集资是违反
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
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
的行为。

非法集资的基本特征

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
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
个特征要件，具体为：

非法性：未经有关部门依法
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
收资金；

公开性：通过媒体、推介会、
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
开宣传；

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
息或者给付回报；

社会性：向社会公众即社会
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人的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中，非法集资根

据主观态度、行为方式、危害结果
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构成相应的
罪名，其中最主要的是《刑法》中
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
第192条集资诈骗罪。

《刑法》规定，犯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
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金。犯集资诈骗罪，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

政府不买单

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因参与
非法集资活动而受到的损失，由
参与者自行承担，所形成的债务
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
集资活动的其它任何单位。集资
款的清退应根据清理后剩余的资
金，按照集资人参与的比例给予
统一的清退。经人民法院执行，集
资者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应由
参与者自行承担损失。这意味着
一旦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其
利益不受法律保护，所受损失不
得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
关承担。

去不正规的理财公司工作要

慎重，做业务员也有风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
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为他人向社会公众非法
吸收资金提供帮助，从中收取代
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
等费用，构成非法集资共同犯罪
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关于烟

台站YT-03号场地的招商公告

一、招标人：山东济铁旅行

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二、项目名称：济铁旅服烟

台站YT-03号场地

三、经营业态：轻餐饮、甜品

站

四、谈判方式：二轮报价、综

合评比

五、面积：30平方米

六、合同年限：5年

七、报名时间：2020年6月24

日-2020年7月3日，每日9:00时至

11:30时、14:30时至17:30到山东济

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

部二楼会议室报名，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

135号。

八、申请文件交纳截止时

间：2020年7月10日12:00

九、联系人：李先生(烟台经

营部)电话：0535-2965599手机：

15552255555

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关于烟

台站YT-16号场地的招商公告

一、招标人：山东济铁旅行

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二、项目名称：济铁旅服烟

台站YT-16号场地

三、经营业态：专卖店

四、谈判方式：二轮报价、综

合评比

五、面积：32平方米

六、合同年限：3年

七、报名时间：2020年6月24

日-2020年7月3日，每日9:00时至

11:30时、14:30时至17:30到山东济

铁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

部二楼会议室报名，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

135号。

八、申请文件交纳截止时

间：2020年7月9日12:00

九、联系人：李先生(烟台经

营部)电话：0535-2965599手机：

15552255555

公 告
尊敬的烟台万科城28#楼

业主：万科城28#楼按合同约定
应于2020年6月30日前交付，我
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业主寄送
了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请
各位业主持商品房交付使用通
知书、有效身份证件、合同等资
料原件于2020年6月27日—2020
年6月30日至烟台市开发区宁
波路8号万科城三期北门西侧
商铺办理交付手续，具体通知
安排详见《商品房交付使用通
知书》，如有疑问，请咨询万科
客 户 关 系 中 心 ，电 话
4008000002。

逾期未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的，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
房屋交付日之次日视为我司已
完成房屋交付义务，请各位业
主相互转告，恭迎您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烟台万拓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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