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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莱阳市东林废弃采石场
矿山复绿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修复处
韩景敏副处长带领专家组对莱阳市东林
废弃采石场矿山复绿项目进行了竣工验
收。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修
复科科长马贵平、副科长杨丽君，莱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鲁世云、党组成员
盖明珺、地质勘查管理科科长吕晓明，复
绿项目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相关人员参
加验收。

该项目通过废弃建筑物及生产设施拆
除、表土剥离、爆破削坡、坡面清理、采坑回
填及土地复垦、挡土墙施工、干砌石碴挡墙、
道路恢复及防撞护栏、防护围栏、主动防护
网及喷播、爬山虎种植等多种工程治理措
施，不仅消除了因矿山开采次生的地质灾害
隐患及视觉污染，避免了崩塌地质灾害隐患
的发生，保护了车辆及行人的正常通行及人

身财产安全，同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促进了我市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增加用地指标244亩，初步估算用地指标
收益1 . 2亿元。

验收采取外业实地踏勘和内业资料审
查相结合的方式，由专家组按照施工图设计
对工程表观、工程量、结构尺寸和内部质量
等进行了实地检验评定，并对工程管理、施
工、监理、财务决算及审计报告等内业资料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验收会议上，专家
组听取了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
工作汇报后，对工程质量等级进行了综合评
定，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经过会
商，验收组一致认为，莱阳市东林废弃采石
场矿山复绿项目工程量达到了设计标准，外
观符合设计要求，各项内业资料齐全，质量
等级为合格，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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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遗失声明
烟台七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劳务派遣证，编号：【烟开职介057

号】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编号：烟开

人社【2015】6号，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

废。

莱阳市上升物流有限公司的道路运

输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310776号，

车辆号牌鲁YC087挂(黄)，现予以声明

作废。

烟台七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劳务派遣证，编号：【烟开职介057

号】和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编号：烟开人

社【2015】6号，特此声明挂失原件作废。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

明，于2020年1月22日
17时许，在龙口市石
良镇庵下吴家村道
口捡拾壹名男婴。请

丢失或遗弃该婴的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和证
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
人认领，将被依法安置。特此
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本报烟台11月12日讯（记者
张菁） 近日，壹粉“海葵”在

齐鲁壹点情报站向记者反映，在
烟台芝罘区滨海西路沙滩上，发
现了一只大型海洋动物的尸体，
看样子已经死亡较长时间了。但
无法分辨该动物是鲸、是豚，还
是别的海洋动物，更不明白它为
何会死亡，是怎么到了沙滩上？
希望记者及相关部门能解答心
中疑惑，并妥善处理。

据记者了解，这名壹粉“海
葵”姓于，家住滨海西路附近，
于先生每天都会到海边遛弯散
步。11月8日傍晚，于先生照常
在滨海西路与福成路交叉口处
沿海边行走，走着走着，就看到
沙 滩 上 有 一 只 海 洋 动 物 的 尸
体。于先生告诉记者：“我也不
知道它是鱼还是豚，能有1 . 5米
长，肚子上有破损，尾巴上绑着

绳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珍稀
动物，有没有研究价值，我就赶
紧 把 这 个 消 息 发 到 齐 鲁 壹 点
上。”

得到于先生的情报后，记
者与芝罘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取得联系，同工作人员一起到
现场查看情况。到达海边后，记
者询问了正在清理卫生的环卫
工人，环卫工人邵世兰给众人
还原了事情原委。据邵世兰描
述，最先发现这条死亡“大鱼”
的，便是每天在海边清理海藻
的环卫工。“我们发现的时候，
它离海水很近，身上没有外伤，
为了不影响市民游玩，阻止它
散发异味，所以我们在它尾巴
上绑上了绳子拖拽上岸了”。邵
世兰还告诉记者，这是自9月份
以来，发现的第三只死亡的“大
鱼”了，对于其到底是什么种属

也不是很确定，之前两条都是
就地掩埋了，这一条也计划将
它掩埋。

芝罘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工
作人员在现场经过辨识，确定这
只“大鱼”是一只江豚。工作人员
姜文晓告诉记者，这只江豚体长
1 . 5米左右，已经是一只成年的江
豚了。根据环卫工人的描述发现
它时外表没有损伤，初步判断可
能是成年之后自然死亡的。“我们
会将这只江豚带走，对它进行无
公害化处理。”

江豚生活于靠近海岸线的
浅水区，主要是在沿海水域，包
括浅海湾、红树林沼泽、河口和
一些大的河流中，属于国家二
级野生保护动物。其生活习性
和体态特征在仿生学、军事科
学以及医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
科研价值。它的存在对于烟台

的海域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
姜文晓呼吁市民：一定要爱护
环境，不要往海里或海边投放
垃圾，给海洋生物提供一个良

好的生存环境。如果有市民再
次在海边发现这种情况，可以
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工作人员
会及时勘察处理。

市民海边发现1 . 5米长死亡“大鱼”
芝罘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工作人员现场辨认了，是江豚

一个小小的2元店，这名男子偷了四次
烟台开发区警方摸排工地抓获盗窃嫌疑人

本报烟台11月12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李勇 栾

斌 帅帅) 六个地方偷了12次！
11月11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从烟台开发区公安分局福
莱派出所获悉，6月至10月，奇章
农贸市场沿街商铺发生多起盗
窃案。胆大的嫌疑人多次从小窗
爬进去入室盗窃。警方多方摸
排，终于在牟平区一家工地上抓
获犯罪嫌疑人田某。11月7日，田
某因涉嫌盗窃被开发区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今年6
月，福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奇
章农贸市场一家2元店被盗。店
里丢失一些物品和300元钱。9月
份，同市场的手机店、五金店三

部手机和1000元被盗。
案值不大，但涉及民生，民生

案件无小事！福莱派出所民警来
到案发现场调查。“这是一个老市
场，我们初步判断，嫌疑人先是爬
到楼顶，然后来到2楼外阳台，通
过一个80厘米宽、17厘米高，这样
极小的窗户爬进去，潜入一楼盗
窃。”办案的付警官说，紧接着他
们对该案进行走访摸排。

嫌疑人像是工地上的工人。
民警根据这个线索，走访多家工
地，终于在牟平一家工地发现了
嫌疑人的踪影。

10月16日，民警在牟平一家
工地，将犯罪嫌疑人田某抓获。
田某，1993年出生，云南人，在各
个工地打工。有盗窃前科，平时

喜欢喝点酒。
经过审讯，田某交代，由于

手头紧，酒后他来到奇章农贸市
场，顺着一楼的下水管道爬到楼
房顶部，然后再到二楼阳台上，
通过未关闭上锁的小窗户爬入
店铺二楼，再下到一楼对店内的
收银台实施盗窃。

据民警介绍，田某盗窃2元
店4次，南侧五金店2次，西侧手
机店2次，粮油店1次，工地生活
区商店1次，一工地宿舍2次，共
12次，总共盗窃7部手机，手表一
只，现金5000多元。民警抓到他
时，他身上只剩一部手机，盗窃
的钱款已被他挥霍一空。

11月7日，田某因涉嫌盗窃
被开发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为发泄抑郁情绪去游泳，一男子溺水
海岸警察迅速出动成功施救

本报烟台11月12日讯（记者
杜晓丹） 11月12日，记者从

烟台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获
悉，11月10日17时许，有群众报
警称，南长山连岛大桥下水域，
有一名中年男子溺水。接警后，
长岛南长山海岸派出所在附近
巡逻的民警方雷举、汪兴武迅速
赶往事发现场。

据介绍，由于天色昏暗，民警
经过仔细搜寻，终于在南长山连

岛桥下西50米水域发现溺水男
子。溺水男子在海面漂浮不定且
仅头部露出海面，并大声呼喊求
助，随时有沉入海中的危险，现场
状况十分紧急。民警见状迅速组
织附近船舶开展救援，并通知所
内备勤力量支援。

此时，由于海水温度较低，
溺水男子落水时间较长，全身
已僵硬，在民警的全力救助下，
最终成功将其营救上船，第一

时间送往长岛人民医院进行救
治。由于该男子神志不清，民警
无法确定其身份，遂将该男子
照片发送给辖区警务助理，经
过调查，确定了该男子身份并
通知其家属赶往医院。

经了解，该溺水男子为长岛
居民，因情绪抑郁，选择游泳发
泄，却不慎溺水。因民警救助及
时，该男子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由其家属照料。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治疗泌尿感染有技术

“怎么治疗这么久还没治
好？”“发个炎，怎么这么难治？”

“多久才能治好？”……对于治疗
泌尿感染，很多患者心里总是七
上八下的。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泌
尿外科专家孙主任指出，这是因
为患者对医院的治疗水平没有
信心。到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做治
疗的患者罕有这种顾虑，因为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治疗泌尿感染
水平省内有名，其中中西结合治
疗泌尿感染效果显著，患者对治
疗心里都有底。正如患者吴先生
所说：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建院都
快20年了，要是治不好，谁还会
来？

治好病，是患者到医院来的
目的。要想获得患者的认可，就
要更好地为患者治好病。为了让
泌尿感染患者获得更好的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不断革新技术，针对各类泌尿
感染的技术都有数十项。其中，
治疗泌尿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
联合治疗新技术，被誉为“标杆
技术”。该技术不是从疾病表面，
而是从分子生物学角度，采用中
西医结合的方法，通过现代医学
手段选择特效药物，结合PT技
术(物理治疗技术)，将特效药物
直接作用于病灶处，自然深入杀
灭病原体，消除各类症状。

治疗泌尿感染，消除症状只

是第一步，能否避免复发才是关
键所在。这也是联合治疗新技术
更大的优势。该技术能阻断病原
体繁殖根源，修复受损细胞，激
发人体免疫细胞的活性，强化自
身整体免疫功能这也是很多其
他技术所不具备的地方。

据了解，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每年治好的泌尿感染(包皮龟头
炎、睾丸炎、附睾炎、精囊炎、尿
道炎等)患者多达数千人次。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也因为治病好，
好得快，连续5年被评为“患者满
意男科医院”。

相关链接：“情暖冬日，健康
有我”，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网上
挂号仅需1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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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众号：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

在烟台芝罘区滨海西路沙滩上，发现了一只大型海洋动物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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