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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1月21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丹) 记

者从铁路部门获悉，1月20日零
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
图。

调图后，烟台车务段开行旅
客列车109对，青荣城际铁路运
营速度将由每小时200公里提升
至250公里，全线94对动车组列
车将达速运行，区间运行时分压
缩12分钟。

青荣城际将继续实施“4+3”
运行图，首开烟威去往沪苏方向
的动车组列车6对，增开去往济
南、青岛、临沂等省内主要城市
的动车组列车6 . 5对，满足胶东
地区旅客出行需求。烟威开行上
海方向动车，烟台至上海的最短
旅途时间，由原来7小时53分钟
压缩到6小时25分钟，缩短1小时
28分钟。

2021年春运将于1月28日正
式启动。今年春运是潍莱高铁开
通后迎来的首个春运，潍莱高铁
联入全国高铁网，烟威地区将有
8对动车组列车经潍莱高铁运

行，可通达山西、陕西、浙江、河
南、四川、湖北、辽宁等省份。山
东环形高铁青岛北至青岛北
G6957/6次列车改由潍莱高铁运
行，沿线百姓省内出行更加便
利。

潍莱高铁平度、莱西将首次
开行至青岛市域动车组列车，分
别为莱西至青岛D8156/3次、莱
西至青岛C6528/5次、平度至青
岛北G5286次，青岛(青岛北)至
莱西D8164/5次、D8166次，青岛
至平度D8172/3次、D8174/1次
列车，覆盖早、中、晚客流需求集
中时段，旅客出行更方便。

12306售票服务时间延长到
每日5:00至23:30，线上也可改签
当日24点前其他列车车票，为旅
客提供方便快捷的线上服务体
验。线上退票业务办理时间优化
至全天候24小时，同时退票截止
时间由开车前25分钟调整至乘
车站开车前。车站自助售票设备
新增退票功能，随时满足使用电
子支付方式且未换取纸质报销
凭证旅客的退票需求。对现金购

票和已取报销凭证的旅客，可先
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180
天内到全路任一车站领取退票
款项，有效避免旅客到车站聚
集。

为保障老年及脱网人群线
下服务需求，烟台站、烟台南站
设置急客绿色通道，为重点旅客
提供人工售票、人工问询引导和
人工验证检票等服务，保障特殊
重点旅客出行购票便利。烟台车
务段管内各客运站全面加强疫
情防控工作，加强客流疏导，做
好旅客进出站体温检测，落实旅
客佩戴口罩措施，保持安全距
离，严格落实站车通风换气、卫
生保洁、日常消毒等措施，确保
旅客出行安全。

铁路部门提醒，调图后的
列 车 车 票 ，市 民 可 通 过 铁 路
12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
道查询，也可关注各大火车站公
告。乘车当天适当提前出门，为
市区交通、进站安检、测温和实
名制验票留足时间，以免耽误出
行。

缩短1小时28分钟！烟威到上海再提速
20日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潍莱高铁将迎来开通后首个春运

海阳市场监管局三措并举 督促药店落实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烟台1月21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王静) 近日，
海阳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市药品
连锁企业相关负责人召开了全
市药品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约谈会。会议前，海阳市场
监管局带领各药企负责人兵分
两路对随机抽取的5家连锁药店
进行了突击检查并对标杆防控
企业进行了现场观摩。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比较严峻，在刚刚的突击检查
中，各药店仍然存在“一看一测一
查一问”(看是否佩戴口罩、测量体
温、查验健康码、询问流行病学史)
落实不到位，退烧药、止咳药、抗
生素、抗病毒药品“四类药品”销
售登记不全、上报不及时，消毒不
规范等问题。

会议要求，全市药店要进一
步提高防控意识，认真做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一是药店要对所
有购药人员要求戴口罩，进行体
温测量，查看健康码，询问是否
到过高中风险区。二是有发热症
状的患者一律建议其到设置发
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并做好
姓名、性别、体温、身份证号、手
机号、居住地址等信息的登记。
三是药店对购买“四类药品”的
人员必须通过《烟台市疫情防控

药品监测系统》进行信息登记。
会议强调，一是切实提高思

想认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
履行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加
强内部人员管理，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特别是农村地区药店疫情
防控，严守疫情防控底线。二是抓
好问题整改，消除风险隐患。针对
存在的销售退烧药、止咳药、抗生
素、抗病毒药品不实名登记、不测
温、不扫码或亮码、不佩戴口罩等
问题，认真开展自查，采取强有力
举措迅速整改落实，全面消除药
品销售环节疫情防控风险隐患。
三是落实四个最严，加大查处力
度。市场监管局将采取明察暗访等

多种形式，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
于检查中发现的违反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的，做到“两个一律”,一律顶
格处罚，一律停业整顿，确保药品
零售环节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为全市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海阳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
消费者：为了筑牢防控堡垒，共
创安全用药环境，请各位消费者
进入药店购买药品时，佩戴口
罩、测量体温、亮码入内；并在购
买退烧药、止咳药、抗生素、抗病
毒药品”四类药品”时，主动出示
身份证或医保卡配合药店工作
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发热患者直
接到定点发热门诊就诊。

新安男科医院新技术，治泌尿感染早治早好
同样是炎症，感冒发炎吃吃药就好了，

泌尿感染打针吃药却不见好，不少患者感
叹：泌尿感染真难缠！治疗泌尿感染有没有
好的方法？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经过近20年钻
研，治疗泌尿感染获得新突破，联合治疗新
技术治疗泌尿感染时间缩短一半。

“泌尿感染是炎症却不是普通的炎症。”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屈衍主任
表示，与普通的发炎不同，引发泌尿感染的病
原体多是病菌和病毒，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和
抗药性，再加上泌尿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排污
的渠道，病毒病菌聚集让治疗进行起来棘手
许多，这就对治疗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院近20年来，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经过
大量的临床研究，传承“新安医学”中医理论
结合现代医学成果，研发出数十项治疗效果
显著的特色治疗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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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技术的治疗更注重深层次的治疗！”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屈主任介绍，该技术与普
通技术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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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深入全面杀灭病原体，快速消除
各类症状。

致病病原体被灭杀了，症状消失了。普
通的治疗做到这一点就结束了，联社治疗新
技术则不然。“消灭病原体只是第一步。”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屈主任强调，联合治疗新技
术不仅能快速消除症状，而且能阻断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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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让患者没有后顾之忧。这也是
很多其他技术所不具备的地方。

相关链接：岁末年初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送健康：1月1日-
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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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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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本人王忠坤于2008年5月15日
购买的天安山水龙城08区15号楼1单
元2层02号房，因本人保管不善将此套
房屋面积差价款收据遗失，面积差价
款收据号0011989金额2674元。特此声
明此收据作废，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
纠纷与烟台天安置业有限公司无关。

蛤莱阳市瑞源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308040号，车辆号牌鲁FD736
挂(黄)；营运证号：370682312564号，
车辆号牌鲁YC536挂(黄)，现予以声
明作废。

蛤莱阳市天时物流有限公司的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316029号，车辆号牌鲁YC5679
(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蛤烟台名大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906892号，车辆号牌鲁YC7856
(黄)；营运证号：370682907407号，车
辆号牌鲁FBP17挂(黄)，现予以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调图后加开、停运这些列车
烟台到青岛最快1小时4分钟到达

本报烟台1月21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丹) 记

者从铁路部门获悉，全国铁路
于1月20日零时起实施新列车
运行图。新运行图实施后，烟
台车务段开行旅客列车1 0 9
对，较现图增加了12 . 5对。其
中动车组列车94对(含管内高
峰线8对、周末线4对)、普速列
车15对(含管内高峰线1对)。记
者查询12306网站发现，提速
后，烟台到青岛最快1小时4分
钟可到达。2021年春运将于1月
28日正式启动。

列车加开情况

增开直通动车组列车6对
(1)增开烟台～上海虹桥

D2138/5 D2136/7次动车组旅
客列车1对。

(2)增开威海～安庆D2876
/3 D2874/5次动车组旅客列
车1对。

(3)增开荣成～上海虹桥
D2926/3 D2924/5次动车组旅
客列车1对。

(4)增开上海南(上海虹
桥)～荣成D2152/3 D2154/1
次动车组旅客列车1对。

( 5 )增开南京南～威海
D2871/0/1 D2872/69/72次动
车组旅客列车1对。

(6)增开上海虹桥～威海
D2928/9 D2930/27次动车组
旅客列车1对。

增开管内动车组列车6 . 5对
( 7 )增开临沂北～荣成

G6971/4/1 G6972/3/2次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1对。

( 8 )增开临沂北～荣成
G6995/8/5 G6996/7/6次高速
动车组旅客列车1对。

( 9 )增开济南西～烟台
D6057/D6058次动车组旅客列
车1对。

( 1 0 ) 增 开 莱 西 - 青 岛
D8156/3次动车组旅客列车
0 . 5对。

(11)增开莱西-青岛C6528
/5次城际动车组旅客列车0 . 5
对。

(12)增开青岛(青岛北)～
莱西D8164/5 D8166次动车组
旅客列车1对。

( 1 3 )增开平度-青岛北
G5286次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
0 . 5对。

(14)青岛～平度D8172/3
D8174/1次动车组旅客列车1对。

改经由10对
(1)威海～运城北G2078/9

G2080/77次改动车组列车，莱
西东线路所至潍坊北间改经由
潍荣高速线运行。

(2)烟台～杭州东G2670/
67 G2668/9次莱西东线路所
至潍坊北间改经由潍荣高速线
运行，同时延长黄山北，延长区
段经由杭昌高速线运行。

(3)西安北～威海G2052/3
G2054/1次潍坊北至莱西东线
路所间改经由潍荣高速线运
行。

(4)太原南～荣成G2064/1
G2062/3次改动车组列车，潍
坊北至莱西东线路所间改经由
潍荣高速线运行。

(5)郑州东～威海G2074/5
G2076/3次潍坊北至莱西东线
路所间改经由潍荣高速线运
行。

(6)武汉～威海G2082/3
G2084/1次潍坊北至莱西东线
路所间改经由潍荣高速线运
行，同时延长荣成。

(7)成都东～烟台G2088/
9 G2090/87次潍坊北至莱西
东线路所间改经由潍荣高速
线运行。

(8)沈阳北～荣成G2652/3
G2654/1次潍坊北至莱西东线
路所间改经由潍荣高速线运
行。

(9)荣成～济南东G6940/
G6935次改动车组列车，莱西
东线路所至潍坊北间改经由潍
荣高速线运行。

(10)威海～济南东G6946/
G6945次莱西东线路所至潍坊
北间改经由潍荣高速线运行。

列车停运情况
(1)荣成～上海虹桥G458/

5 G456/7次停运。
(2)烟台～上海虹桥G462/

59 G460/1次停运。
(3)荣成～盐城D1696/7

D1698/5次停运。

突击检查现场。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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