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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遗失声明

●莱阳市仁中交电有限责任公司
电 动 自 行 车 超 市 ( 注 册 号 ：
3706822910141 )营业执照 (正副本 )不慎
丢失，声明作废。

●莱阳市福通货运有限公司的道
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908248
号，车辆号牌鲁FAM160(黄 )，现予以声
明作废。

●莱阳鸿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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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2 0 5
号，车辆号牌鲁FBB32 7 (黄 )，现予以声
明作废。

●莱阳市地利商贸有限公司的道
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370682310652
号，车辆号牌鲁YC039挂 (黄 )，现予以声
明作废。

烟台瑞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烟台瑞高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 1 3 7 0 6 8 2MA3QL50L6 6 )

经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壹亿美元整减少

到叁仟万美元整，请相关

债务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 4 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做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泌尿感染治好了！

“老病号”赞叹“新安”技术好

“终于解脱了，还是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技术好。”近日，经过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的治疗，治好疱疹的于先生长舒了一
口气,“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技术就是好。”

原来，于先生患上疱疹已经一年多。
为了治病，去过不少地方，都没有治好，
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老病号”。前不久，经
人介绍来到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就诊。“老
病号”于先生心里还是没底：“每次都满
怀希望而来，却总是失落而归，希望这次
能够不一样。”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没有辜
负患者的期望，经过治疗，于先生恢复了
健康。

去过很多地方没治好，怎么在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就治好了？“泌尿感染和性传播
性疾病，本身治疗起来比较棘手。要想治
好，不仅需要医生有丰富的经验，更需要高
超的医术。”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泌尿外科专
家孙承杰主任介绍，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之
所以能治好，就是因为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不仅专门治疗这个20年，而且研发出数十
项克疾制胜的特色技术。其中，联合治疗新
技术，治疗泌尿感染和性传播疾病一击必
中，这也是治好于先生疱疹的重要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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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就结束了，
联合治疗新技术则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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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泌尿感染死灰复燃的机会。

2021年2月1日-28日，情暖新春，健康
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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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信 公 众
号 ：烟 台 新
安男科医院

芝罘仙境元宵节主题活动

活动时间：2月26日
活动地点：所城里十字大街
活动内容：推出芝罘仙境古

城文化游五条主题线路，所城里
推出铜人特色表演、汤圆主题活
动等，邀请市民游客徜徉古城古
街区，感受烟台历史文脉，共度
元宵佳节。

咨询电话：0535-2150383

烟台大悦城北马灯会

活动时间：2月26日-28日
活动地点：烟台大悦城一楼

通道
活动内容：观赏以灯会、祈

愿为主题的各类花灯展示。
咨询电话：0535-6667700

星期五剧场——— 演出传统

吕剧《姊妹易嫁》

活动时间：2月26日
活动地点：烟台市京剧院小

剧场
活动内容：在烟台市京剧院小

剧场演出传统吕剧《姊妹易嫁》。
联系方式：13963828759

烟台市博物馆元宵节活动

活动时间：2月26日上午9:30-
11:00

活动地点：主馆二楼互动区
活动内容：线上报名20组家

庭开展制作花灯、猜灯谜活动。
观众可在20组灯谜中挑选灯谜
进行猜谜，然后自行挑选制作灯
笼的材料，进行手工DIY。

联系方式：0535-6868013、
6232976

烟台图书馆猜灯谜，送期刊

活动

活动时间：2月26日
活动地点：烟台图书馆报刊

阅览室
活动内容：活动当天，到报刊

阅览室阅读的前20名读者，猜中
所抽灯谜，就获赠精美期刊一本。

联系方式：0535-6885733

烟台图书馆第二十一届迎

新春小读者灯谜会

活动时间：2月26日10:00-16:00
活动地点：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
活动内容：本届灯谜会采用

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线下灯谜
会于2月26日(正月十五)当天在
烟台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本次
活动准备了400份奖品。

联系方式：0535-6210285

烟台美术博物馆“喜迎元宵

大红灯笼高高挂”传统民俗花

灯制作活动

活动时间：2月26日上午9:00
活动地点：烟台美术博物馆

书吧

活动内容：通过制作灯笼，
让市民感受传统节日民俗文化
的气息 ,带给市民一个喜庆热闹
的元宵节。

联系方式：0535-6224973

烟台市文化馆元宵节特

辑——— 烟台抽纱艺术精品展

活动时间：2月26日-3月6日
活动地点：烟台市文化馆展

览厅、烟台文旅云平台
活动内容：以现场观展的方

式展出精美抽纱作品。
联系方式：0535-6218950、

6611733

第三届开发区灯谜艺术节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3月中旬
活动地点：开发区文化馆群

艺大厅
活动内容：艺术灯谜竞猜。
联系方式：0535-6103703

“仙境闹元宵、非遗大展演”

开园大典活动

活动时间：2月26日上午
活动地点：蓬莱阁景区振扬

门外广场
活动内容：通过传统秧歌、

舞龙舞狮、威风锣鼓、八仙真人
秀演出、设置非遗展示区，塑造
蓬莱“团圆”文化旅游品牌，展现
蓬莱传统过大年的文化习俗。

咨询电话：0535-5602175

赏花灯、猜灯谜、看画展，还有特色表演和主题活动

花样闹元宵，来这些地方逛逛

本报烟台2月25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芝公宣) 记者从烟台市公

安局芝罘分局获悉，为依法惩治消防安
全生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消
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将开展
严厉打击违反消防安全生产行为专项行
动。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发布通告
称，欢迎广大市民对芝罘区范围内的下
列违法犯罪行为积极举报，公安机关将
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凡是举报经查
实的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举报非法经营、储存、运输成品油
的，每次奖励人民币1000元；构成犯罪

的，奖励人民币5000元。
举报违规运输、储存、销售液化石油

气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每次奖励人民
币500元。

举报违法违规生产、运输、存储、销
售烟花爆竹(包含冷光烟花、钢丝棉烟
花)等易燃易爆危险品的，每次奖励人民
币500元。

举报违反安全规定进行电焊、气焊
等明火作业的，每次奖励人民币500元。

举报违规在居民区楼道、地下停车
场、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内给电动车
充电的，每次奖励人民币50元。

举报电话：110，或可通过芝罘公安
微信公众号(ID：ytzfga)进行网上举报。

组织廉政讲座 强化自律意识

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进一步强
化干部职工廉洁从业意识，烟台市特检院
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讲廉洁、守初心”的廉
政教育专题讲座，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孙
德彭现场授课，全院213名干部职工参加
集中学习。

(通讯员 金鹏 李培峨)

召开特种设备应急救援工作专
项会议

2月8日上午，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在本部三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特种
设备应急救援工作专项会议，会议由综合
业务部侯文峰主任主持，本部中层以上领
导、全体检验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参加。

(通讯员 杨洪光 金鹏)

特检快讯芝罘公安惩治违反消防安全生产行为

有奖举报，最高奖五千

烟台元宵民俗文化活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文旅

文旅相伴 欢度佳节！2月25日，记者从烟台市
文化和旅游局获悉，随着元宵节临近，所城里、烟台博
物馆、图书馆等各大街区场馆推出诸多节庆活动，花样闹
元宵。

请广大市民游客出行前密切关注“烟台文旅”微信
公众号和各大景区场馆公众号的活动信息，具体活动
情况请提前电话咨询、提前预约，并严格按照各大

景区场馆防疫要求，做好个人防护，错峰出
游、文明出游，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

元宵佳节。

传统吕剧《姊妹易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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