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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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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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明，于

2016年8月16日，在海阳

市郭城镇郭城四村捡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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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明，于

2020年9月30日，在招远市

梦芝街道办事处十里铺村

西山养殖场南面山坡上小

路边玉米垛上捡拾壹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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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大通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 7 0 6 8 2 9 0 8 3 1 0号，车辆号牌鲁
FAS161(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烟台中升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开具的于喜芬购车定金收据
丢失，编号：0001387，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信飞) 司机
高速路上驾驶货车剐蹭到正常
行驶的轿车后，加速逃逸，之后
被轿车叫停，又再次驾车逃跑。
近日，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蓬莱大
队民警查获这样一名驾驶员，因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
行为，这名驾驶员不仅被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而且面临行政
拘留、7000元的罚款以及上万元
的维修费用。

1月12日7时50分，烟台高
速交警支队蓬莱大队民警接到
群众报警电话称，其驾驶轿车
行驶至荣乌高速204km(烟台
方向)被一辆鲁F牌照的白色厢
式货车剐蹭，货车不停反而继
续向前行驶，报警人驾驶车辆
追至荣乌高速230km(东营方

向)处，将货车叫停在路边，对
方驾驶员下车查看后又再次驾
车逃跑。

接到报警后，大队执勤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在途中，报警人
又反馈称肇事货车司机身上酒
气浓厚，疑似酒后驾驶。得知这
一关键信息后，民警一方面继续
向肇事逃逸车辆行驶方向追去，
另一方面通过报警人提供的车
牌号码进行查询。几经周折，民
警终于通过电话联系到货车驾
驶员高某某，此时他已从黄城收
费站驶离高速，到达龙口港卸货
场地，民警让其立即停止驾车接
受处理。

上午9时30分，民警终于在
货场将一身酒气的高某某抓获，
高某某对驾驶车辆肇事逃逸一
事供认不讳。后经检测，其血液
中乙醇浓度达到 3 4 . 7 9 m g /

100ml，属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
车肇事逃逸。

据了解，高某某前一天晚上
喝了半斤白酒和一瓶啤酒。次日
驾驶车辆送货时，酒劲未消的他
疏于观察，剐蹭到正常行驶的轿
车，后被轿车司机叫停，但听到
对方要报警处理，心里害怕的他
选择驾车逃逸。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高某某因饮酒后驾驶
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被处
15日行政拘留，并处5000元罚
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因驾
驶车辆造成事故后逃逸的违法
行为，将被处2000元罚款，可以
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因保险
公司无法理赔，上万元的维修费
用，也要由他赔偿。

目前此案正在办理当中。

货车司机酒驾上高速还肇事逃逸
将面临行政拘留、7000元罚款及上万元维修费

烟台上周六区新建商品房销售689套
芝罘区销量最高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夏成 常虹)
记者从烟台市住建局获悉，据市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计，烟台六
区上周(1 . 11-1 . 17)新建商品房
销售689套。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售
量最高的是芝罘区，销售226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红星国
际广场销售28套,芝水旧村改造
A地块(玺山花园)销售25套,三
盛·汝悦铭著销售19套。

牟平区次之，销售112套。销
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桂语江南
小区销售18套,雪玉·凯瑞苑销
售7套,仙鼎·滨海城·侯至府二
期项目销售5套。

开发区第三，销售109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佰和荣
筑小区销售36套 ,万科墨翠小
区销售 1 6套 ,瑞玺小区销售 6

套。
莱山区销售104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金汇铂悦销售
21套,董家庄旧村改造B地块(天
泰城)销售10套,大郝家旧村改造
项目(滨湖万丽小区)C区销售8
套。

福山区销售87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万科城市之光销
售10套,华发观山水销售8套,东
方华府小区销售5套。

高新区销售51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东方阳光海岸销
售9套,华和家园销售8套,保利堂
悦销售8套。

六区批准商品房预售许可2
个。其中开发区1个，为乐橙小区
2、3、6号楼。

芝罘区1个，为瑞学府(芝罘
区棚户区改造集中安置区片D
地块)10、15、18号楼。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疗性功能障碍，技术有保障

“没想到这个年龄(43
岁)了，不仅能治好这个毛
病 (早泄 )，而且效果这么
好。”在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经过短短几天治好了早泄，
周先生别提多高兴了。

人到中年，容易出现中
年危机，早泄等性功能障碍
疾病也会找上门。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性功能障碍专家
孙承杰主任表示，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每年治好的早泄
等性功能障碍疾病患者多
达数千人次，其中不乏像周
先生这样40多岁的大叔。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能有
这么好的治疗效果，与其20
年的持续努力是分不开的。
经过20年的沉淀，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在治疗早泄等性功
能障碍方面，拥有十多项效
果突出的特色治疗技术，尤

其是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早泄
等性功能障碍方面硕果累
累。用患者吴先生的话说，在
别的地方治来治去不见好，在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疗效果
就是好，到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治疗性功能障碍准没错。

据了解，该方法是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特色疗法，是
在历经十多年自主研发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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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配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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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中西医治疗阳痿

早泄的优势，不论是何种原
因引起的早泄等性功能障
碍，都能制定个性话的治疗
方案，让治疗更有针对性，而
且能修复受损生殖细胞使其
恢复活性，激发人体性潜能，
效果突出。

相关链接：岁末年初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送健康：网
上挂号仅需1分钱，男科检查
仅需30元，治疗最高援助
1000元，咨询电话：6259333或
搜索微信公众号：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

芝罘法院集中执行，拘传9名“老赖”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宋晓华 宫
小荃 丛文龙) 1月15日清晨，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开展保
民生专项集中执行活动，60余名
干警分8路同时出动，重点执行
涉民生案件。据介绍，本次行动
共拘传9人，实际执结4起案件，
到位金额11万余元，达成和解5
起案件。

被执行人于某欠付申请执行
人杨某转让费及原料费30000元
多年未还。案件经法院裁判，于某
应给付杨某30000元。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后，起初被执行人于某态
度良好，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了
协议，但协议过后于某玩起了“失
踪”，杨某无奈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执行一庭副庭长毕昌范耐心
地向被执行人于某释法明理，并
强调其如不履行法律义务则有可
能面临罚款、拘留等惩戒措施。于
某分两次偿还了15000元后，余款
找到案外人吕某担保，吕某写下
了担保函，双方当事人再度达成
和解，被执行人承诺将全部欠款
还清。但此后，于某就再也没露过
面，申请人杨某每次催债，被执行
人总是拖延时间，回应都是再等
几天，但迟迟未能履行。

标的额虽小，案件却是“硬骨
头”。由于被执行人已失去联系多
年，剩余款项只能由担保人归还。

凌晨5时许，毕庭长带领团队直奔
担保人吕某住处，几经辗转，敲开
了吕某的家门。吕某对执行人员
上门大感意外，冷静下来后表示
他很久没有于某的消息了，觉得
自己替人受过过于冤枉。毕庭长
耐心劝解，释法明理。吕某当场将
余款及迟延履行金、执行费等共
计30000元悉数打到法院账户，本
案当场执结。

申请执行人李某与被执行
人马某原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马
某欠付李某7万余元。案件经法
院裁判，进入执行程序。由于前
期查控及与当事人沟通未果，执
行法官将此案纳入了本次突击
执行行动中。早上5时许，毛庆军

法官团队到了马某家。马某对执
行人员大声喊叫，声称只准一个
人进屋。毛庆军进入后与马某进
行沟通，缓和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后，执行助理得以进入。毛庆军
法官和助理一边安抚马某，一边
向其分析利弊，释法明理，被执
行人仍以对法律文书不服为由
拒绝履行。执行人员遂将其拘传
到法院，并通知了申请执行人李
某到庭。到庭后，最终，马某同意
与李某达成和解，马某让家人抓
紧筹措了3万元并当场通过支付
宝向李某支付，并承诺余款于半
年内付清。

据介绍，本次行动共拘传9
人，实际执结4起案

烟台一企业向莱山公安
捐赠价值50余万防疫物资

本报烟台1月18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李彦霖）

同战疫 共命运。为助力抗疫工
作的顺利开展，1月15日，烟台一
家企业通过烟台市慈善总会向
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捐赠了
总价值约5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
展现了烟台企业的担当以及警
民一家的和谐氛围。

15日上午11时，防疫物资
捐赠仪式在烟台市公安局莱山
分局大院内举行，两辆大卡车
满载着防护服、医用口罩等价
值约5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在
捐赠方烟台市飞马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马君的带领下，
徐徐开进莱山公安分局的大
院。3 0余名民警辅警，警容严
整，列队欢迎。莱山区政府副区
长、莱山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
长辛迅同志代表莱山公安分局
全体民警辅警表达了谢意，并
为飞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赠送
了题为“警企连心 共建平安”

的锦旗。
莱山公安分局党委副书

记、政委李百宏在接受采访中
称，这批防疫物资很及时，为民
警辅警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据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莱山公安分局民警辅警
深入社区村居跟进随访47430
人次;核查车辆11万余辆、156万
余人次 ;劝返车辆7 9 0辆1 8 3 7
人。安全处置疫情重点地区返
烟旅客4893人、入境旅客2809
人、发热旅客12名;“点对点”护
送49批次336人次、医学观察者
血样1800余人次;全局累计出动
警力50000余人次。民警辅警们
忘我奋战的敬业精神和忠诚担
当、国尔忘家的亲民情怀深深
打动了大家，辖区内的广大居
民和企业纷纷向公安民警辅警
表示敬意和慰问，并在工作中
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展现了
同战疫、共命运、心连心的警民
一家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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