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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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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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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永超花生专
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3370682MA3R628Y42)
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莱阳市奔鑫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莱阳市奔鑫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70682MA3Q8PH9X
P)经股东决定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500万元减少
到2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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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山海名都 1 3

～19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建德置业有限公司
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
烟霞大街547号13～19号楼的面
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
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
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2月30日
至 2 0 2 1年 1月 8日在烟台市牟平
区烟霞大街547号17号楼一单元
1 0 2号 (物业服务中心 )公示栏进
行测绘成果公示。我公司恳望各
位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于
公示期内认真核对各房产的现
状、位置、边长数据是否相符，核
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
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
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
绘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
馈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
限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0年12月29日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李娜) 记者
从烟台交警支队获悉，28日中午
11点40分，刚刚在还未消散的浓
雾中结束机场路上一所小学放学
护导任务的烟台交警三大队一中
队副中队长刘志斌，忽然接到一
条紧急救助指令，断臂工人求助，
情况紧急。

据介绍，当时刘志斌正和民警
们踏进食堂准备就餐。大队指挥中
心民警忽然急匆匆地赶进食堂，急
切地向正在打饭的刘志斌等民警
下达了上级的一条紧急救助指令。

要求他们驾驶警车，火速为一名从
栖霞市赶过来的左臂被电锯锯断
的工人“护航”，紧急护送其至烟台
一正骨医院，伤者所乘坐的一辆轿
车刚刚进入辖区机场路。

接到指令后，刘志斌及另外
的3名民警和辅警一刻也没有犹
豫，马上扔下手中的餐具，迅速驾
驶警车出发。民警们一边驾驶警
车进入机场路，一边不停地联系
伤者所乘车辆驾驶员。

得知驾驶员刚刚把车开到机
场路上曲家社区周边时，刘志斌赶
紧要求驾驶员把车停在路边等候。

同时，警车加速开过去。很快，民警
和这辆车汇合，在向驾驶员及伤者
进行简短交代后，警车警灯闪烁，
警笛鸣号，以最快的速度开往正骨
医院。尽管此时，市区浓雾还未散
尽，能见度在100米左右，为确保伤
者安全，经验丰富的刘志斌，尽最
大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将伤者安
全迅速地送到了位于莱山区的一
家正骨医院。

到达医院后，民警们又协助
医护人员寻来轮椅，快速将伤者
送到手术台之后，民警才向伤者
及驾驶员告别。

大雾中栖霞一断臂工人紧急求助
烟台交警尽最大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将伤者送医

烟台1732人“赶考”2021年艺术统考
考试实施考点封闭区和考场两次安检制度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曲俊杰) 记
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山东省
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
统一考试将于2021年1月10日进
行，烟台市共有考生1732人(其中
美术类1483人，书法类136人，文
学编导类113人)，设2个考点、61
个考场，全部安排在福山区的崇
文中学和烟台市实验中学考点。

考生可于2021年1月4日至
10日期间(每天9：00至17:00)上
网(http://wsbm.sdzk.cn)打印

《准考证》和《山东省2021年普通
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
考生健康承诺书》。9日16:00后持
准考证到考点熟悉环境。

本次考试实施考点封闭区
和考场两次安检制度。各考点将
在考场建筑物外设置考试封闭
区，严禁考生携带手机等各种无
线通讯工具、书包、书本、手表、
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发送接
收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
品进入封闭区。

考生需要凭准考证、有效居

民身份证入场，在首场考试时还
需将本人签字的《山东省2021年
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
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美术类
上午考速写和造型基础2科，速
写与造型基础考试间隔10分钟，
这期间不允许考生离场。

所有考生进入考点前必须
接受体温测量。建议考生自12月
27日起无特殊情况不要离鲁，不
参加聚集性活动，避免去疫情
中、高风险地区和人流密集的公
共场所。

2021烟台新年音乐会1元抢票启动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旅宣 )
2020即将过去，2021的曙光即将
绽放，一年一度的烟台市新年音
乐会如期而至！记者从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获悉，12月30日、31
日，“致敬第一百个春天”———
2021烟台市新年音乐会将在烟
台大剧院与观众共同跨年。作为
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
篇之作，在美好音乐声中与2020
告别，向2021年致敬。本次音乐
会仍延续往年公益惠民的传统

“1元”抢票，12月28日16:00正式
开启！

本次音乐会由烟台文华爱
乐乐团担纲。烟台文华爱乐乐团
自2012年起，连续8年在烟台大

剧院奏响新年音乐会，从8年前
的市民持身份证即可免费领取
音乐会演出门票到现在的“1元”
购票，音乐会公益惠民的属性并
没有变，同样也是在这8年的时
间里，许多观众经历了从开始的

“领张票去听个热闹”到“只欣赏
自己熟悉的曲目”再到“享受音
乐会”的转变。

演出安排方面，演出时间为
12月30日19:30、12月31日19:30
三种方式可参与活动：(1)持身
份证到烟台大剧院售票厅购票；
(2)登录烟台大剧院官网购票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购票；(3)关注
烟台大剧院微信公众号在线购
票。以上三种购票方式，每人限
购两张。

烟台市成功入选2020年度夜游名城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旅宣) 记

者从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12月26日至27日，第八届中国旅
游产业发展年会在吉林省长春
市举办，会上发布《2020中国旅
游产业影响力报告》，揭晓2020
年度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
烟台市成功入选2020年度夜游
名城。

“全民战疫、砥砺前行”，
2020年4月开始，烟台市文化
和旅游局创新推出“文化星期
五”公共文化夜间服务模式，
丰富了疫情防控期间烟台城
市夜生活。同期，烟台市文化

和旅游局号召全市文化和旅
游企业“减损失、稳队伍、求发
展”，探索“发展文旅微经济、
激发产业新活力”的城市消费
新趋势。

2020年，烟台孚利泰国际大
酒店拓展运营范围，开发了“爱
往度假·原石滩野奢营地”“森林
大海、阳光沙滩”等，在城市轻奢
消费中独领风骚；蓬莱“一带三
谷”乡村旅游集聚区内建设了24
个旅游酒庄；“海岛日记”“隐居
蓬莱”等一批海岛乡村精品民
宿，让烟台文化和旅游发展拥有
了更多期许未来、向海而行的同
行者。

一个疗程后，新安男科治好了小伙的病
招远小伙小赵为了追求完

美的夫妻生活，盲目购买药物，
结果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差点
害了自己。于是，他来到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接受治疗。一个疗程
后，小赵的病治好了。

“药物虽然能够让男性在夫妻
生活当中表现得更好一些，但是不
能盲目食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性功能专家贾开敬主任强调，治疗
性功能障碍还是要到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这样的专业医院。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一直致
力于治疗技术的革新，目前仅特
色治疗技术就有数十项。尤其是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泄等性功
能障碍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该疗
法是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发扬传
统“新安医学”中医理论，自主研
发出治疗性功能障碍的中药专
方制剂：补肾养精胶囊(获省级
成果认证并取得生产批号，填补
我省空白。)配合引进的当前治

疗早泄等性功能障碍尖端技术，
如性功能康复技术、TP性细胞激
活术、三维性功能障碍康复治疗
系统、无创治疗阳痿早泄的PT新
技术、第二代脱细胞生物补片延
时技术等数十项前沿技术，不论
是何种原因引起的阳痿早泄等
性功能障碍，都能制定个性话的
治疗方案，让治疗更有针对性。

相关链接：20年院庆，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网上挂号仅需1
元，20余项专业男科检查仅需20
元，20项男科治疗费援助200元，
咨询电话：6259333或搜索微信
公众号：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2021年高考外语听力考试1月8日举行
烟台31062人赴考，考生无特殊情况不要离鲁

本报烟台12月28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曲俊杰)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山东
省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听
力考试将于2021年1月8日进行，
烟台市参加考试人数为31062
人，全市共设14个区市、26个考
点、英语1024个考场，小语种日
语27考场，小语种德语1考场。

考生在2020年12月30日至
2021年1月7日(不含元旦假期)每
天9：00至20:00、1月8日8：00-10：
00，可登录报名网站(h t t p : / /
wsbm.sdzk.cn)打印准考证。拿到
准考证后，请仔细核对个人信息，
准确掌握考试时间、考点地址信
息，认真阅读“郑重告知”“考生须
知”等内容，遵守考试要求。

考前请提前熟悉考点、考场

位置，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及行程
路线，尽早出发，留足入场健康
检测、身份验证和安检时间。及
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雪等极
端天气应对，注意交通和食宿安
全。

外语听力考试考前15分钟
后禁止考生入场，第一次听力考
试8：45后迟到考生不允许进入
考场参加本次考试，第二次听力
考试9：40后迟到考生不允许进
入考场考试。若考生第一次听力
考试迟到，只能于第一次听力考
试结束后至9：40，经两次安检方
可入场参加第二次听力考试。

本次考试各考点将在封闭
区入口和考场入口进行两次安
检，考生应自觉配合接受检查。
除规定的证件及必需的考试用

具和防护用品外，严禁携带手
表、手机、电子设备、书包、资料
等非必需物品进入封闭区。建议
考生自12月25日起无特殊情况
不要离鲁，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避免去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和人
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考生应排队有序入场和离
场，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低风险
地区的考生在进入考场前要全程
佩戴口罩，在考试过程中可自主
决定是否佩戴。非低风险地区或
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
口罩。

广大考生如发现涉考违法
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省市
招生考试部门举报(举报电话：
省考试院：0531-86162757，烟台
市：0535-21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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