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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偷盗燃气行为市民可举报
烟台新奥燃气开展天然气盗用整治工作，并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何亮) 记者从
烟台市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自天然气盗用整治工作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烟台新奥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燃气稽查人员和烟
台市、区公安机关查处多起偷盗
燃气案件，其中刑事拘留、行政拘
留多人。

日前，燃气稽查人员发现芝
罘区一商品房内有盗窃天然气

的嫌疑，经过多方调查和技术手
段取证，掌握了该商品房偷盗燃
气和采用燃气采暖炉取暖的证
据，于2020年底向芝罘区公安分
局报案。

接到报案后，毓璜顶派出所
联合行政执法警察大队立即对
该商品房展开调查。见到民警，
该商品房房主杜某如实交代了
盗窃天然气数年的犯罪事实。目
前，犯罪嫌疑人杜某因涉嫌盗窃

被芝罘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此，烟台新奥燃气发展有
限公司提醒广大燃气用户，偷盗
气行为不仅带来严重的社会安
全隐患，更是属于违法犯罪行
为。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
全，请立即停止各种形式的盗气
行为。鼓励广大市民举报违法行
为，举报邮箱ytdjtdq@163 .com，
举报电话：6843412、6842111。

井盖丢失，男子意外跌落4米深污水井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柳静) 记者
从福山消防救援大队获悉，1月
21日傍晚，在烟台市福山区凤凰
山路段五洲国际博览商城附近，
一名男子不慎掉入污水井中，
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福山区
蒲湾街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
场进行处置，并成功将被困者
救出。

据介绍，消防员到达现场
后，被困男子的朋友上前要绳
索，想要下井营救。消防员劝
住这名男子后看到，在商城地
下停车场出口附近绿化带里，
有一处污水井，井深约4米，井
底较宽，下面是污水。一名男
子坐在井底，表情十分痛苦。
经 喊 话 询 问 得 知 ，该 男 子 腿

部、胳膊受伤严重无法起身，
井下空气污浊，呼吸不畅，情
况十分危急。

考虑到男子伤情，消防员
与现场医护人员沟通后，决定
通过吊带吊升的方法施救。随
后消防员在污水井口上方架设
救援三脚架，一名队员携带吊
带、安全绳、救援头盔等装备下
至污水井内，帮助被困男子穿
戴好护具，绑缚安全绳。经过十
五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
被成功救出。

据现场目击者称，由于该污
水井盖丢失，井口上临时放置了
一块木板遮挡。该男子与同伴正
要前往附近广告牌进行维修作
业，路过此处意外踩碎木板，于
是掉入井下。

新安男科医院治前列腺炎，不让患者走弯路

“早知道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治得这么好，就不用走
那么多弯路了。”患者文先
生说。据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临床数据统计，在来院治疗
之前，85%以上的患者有过
各种治疗经历。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业务院长孙洪臣主
任提醒：治疗前列腺炎，到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这样的
专业医院更好。

孙洪臣说，因为前列腺
有一层脂质包膜，不仅阻止
病毒细菌侵入前列腺，而且
还会阻止药物粒子渗入。因
此，要想达到好的治疗效
果，必须借助先进的技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每年治
好各类前列腺炎患者数千
人次，重要的秘诀就是有数
十项前列腺炎治疗新技术，
特别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新
技术，治疗前列腺炎效果更

突出。
“这是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数十年治疗的结晶。”孙
洪臣介绍，该技术是将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经过十多年
钻研，研发出治疗前列腺疾
病的中药专方制剂：清泉胶
囊(获省级成果认证并取得
生产批号，填补我省空白)，
与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引进
的数十项代表前列腺治疗
水平的技术，如ECO前列腺
多能效应治疗系统、ZD前列
腺 电 场 磁 热 治 疗 系 统 、
MCVIE前列腺治疗系统、
前列腺场效消融系统、ZRL
前列腺腔道介入系统等有
机结合起来，可以根据不同
患者的不同病因，量身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治疗
更有针对性，治疗前列腺炎
无往而不利，一些饱受前列
腺炎之苦多年的老病号也

纷纷被治好，赢得广大前列
腺炎患者的信赖。每年治好
的各类前列腺炎患者多达
数千人次，不仅有烟台本地
的患者，更有为数众多的外
地患者。用他们的话说，到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疗前
列腺炎，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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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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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售福山区福海路商
业网点房，大、小型卖
场、办公室、仓库等。
电话：2132169 2132179

生日当天中午喝酒晚上驾车被查
烟台一货车司机面临吊销驾驶证，罚款5000元并处拘留15天的处罚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军良 许
仁省) 生日当天饮酒驾驶营运
车辆，被交警查获后两度逃跑，
这个生日对驾驶员高某而言很
难忘。1月25日，记者从烟台开发
区交警大队获悉，为扎实推进冬
季交通安全百日会战，从源头上
消除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连日来
烟台开发区交警大队在辖区内
持续开展酒驾、醉驾、超载等重
点交通违法整治行动。近日，大
队民警查获一起酒驾营运车的
案件。

近日，烟台开发区交警大队
三中队民警按照部署在开封路
执行巡逻整治。当天20时30分
许，一辆悬挂鲁B号牌的重型半

挂牵引车，车辆灯光异常刺眼，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原来车辆前
牌照上方私自加装LED强光灯，
民警遂对该重型半挂牵引车进
行拦停检查。

民警要求驾驶员下车出示驾
驶证、行驶证，而驾驶员下车后却
立即远离民警并躲躲闪闪，且拒
绝出示证件。民警上前询问驾驶
员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民警询
问驾驶员是否饮酒时，驾驶员转
身就跑。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拦截，
并对其进行酒精呼吸测试。

经检测，该驾驶员每百毫升
血液酒精含量为73毫克，属于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当民警要求驾
驶员出示证件时，驾驶员谎称证
件在驾驶室并趁机再次逃跑。民

警再一次将其拦下。
经过民警耐心说服教育，驾

驶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感到后
悔莫及，并说出了喝酒的原因。
原来，当天是他的生日，高兴之
余中午喝了三两白酒，傍晚接到
单位通知，有运输任务让他出
车，但他却向单位隐瞒了自己中
午喝酒的事实，侥幸出车，结果
被交警查获。

经进一步核实发现，驾驶员
高某属于饮酒后驾驶营运性质
车辆。高某因酒驾营运车面临吊
销驾驶证，5000元罚款，并处拘
留15天的处罚。

目前，高某的驾驶证已被依
法扣留，涉案车辆被移放停车
场，等待进一步处理。

酒驾无证上高速，烟台一司机被查获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信员 姜沣祖) 从
未考取驾驶证，竟敢酒驾上路！1
月22日，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莱阳
大队民警在万第收费站查处一
起无证加二次酒驾的严重违法
行为。

当天13时许，莱阳大队民
警对一辆鲁F牌照的小型普通
客车例行检查时，驾驶员李某
一打开车窗，民警便闻见车内
一股浓浓的酒气。经检测，李某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 5 2m g /
100ml，属于酒后驾驶的违法行

为。民警在查询其身份信息时
发现，李某曾在2020年4月因酒
驾被查处，而且其从未取得过
驾驶证，属于无证加二次酒驾
的严重违法行为。

民警询问得知，驾驶员前
一天晚上喝了白酒，在返回老
家的途中，因为妻子困了，所以
自己才驾车，车内载有两个孩
子……

据悉，李某无证加二次酒驾
的违法行为将会面临行政拘留、
罚款的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本报烟台1月25日讯(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李彦霖) 临
近春节，不少父母可能已在心底
悄悄盘算给孩子的新年礼物了。
但是，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
子，懂事的他们或因生活条件所

限不舍得轻易换掉一个旧书包，
而这些孩子在心里同样有着关于
新年的心愿。

自2013年起，齐鲁晚报烟台
慈善义工中心成立，在烟台市慈
善总会的指导和帮助下，义工中
心每年冬天都会发起“新年心愿”
公益活动，携手爱心企业、热心人
士一同为有需要的孩子们圆梦。
也许是一套全新的棉衣，也许是
一套带着关爱的新文具，又或者
是送给爸妈的一条围巾、一顿不

昂贵却温馨的年夜饭……我们希
望大家在为自家孩子实现愿望的
同时，也关注下身边需要帮助的
其他孩子们。

即日起，2021年“新年心愿·
童梦齐圆”大型公益活动在齐鲁
晚报烟台慈善义工中心各地义工
们的协助下启动，将征集百名孩
子为自己或父母准备的新年愿
望。同时为好心人和爱心企业的
认捐提供平台，弘扬社会正能量。

考虑到疫情防控的因素，

2021年度“新年心愿·童梦齐圆”
大型公益活动将开通爱心企业直
通车，邀请有爱心的企业或组织

“包圆”孩子们的小小心愿，直接
代买代送，企业可派人全程参与
其中，争取在春节前将所有礼物
一一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在送出
心愿礼物之外，齐鲁晚报烟台慈
善义工中心也将联系各大助学组
织和爱心人士为孩子们提供礼物
之外的助学和筹建爱心书屋等活
动。

如果您身边有家庭困难且勤
奋上进的孩子，或是有需要照顾
的特殊群体，他们心中又藏着一
些小愿望，您可以与我们联系，说
出他们的故事，我们将在随后的
日子里进行采访，帮他们实现心
愿。

如果您愿意帮他们实现新年
心愿，您也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
将为您搭建起爱心桥梁。如果您
愿意为孩子们实现小小心愿可致
电：15264520357。

2021“新年心愿”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将开通爱心企业直通车，邀请有爱心的企业或组织帮孩子们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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