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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6月10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臧雁伶 许静)
记者从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获悉，今
年端午节放假时间为6月12日至14
日，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节假日期
间(6月12日0时至6月15日6：00)禁
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
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
机动车通行高速公路，建议相关运
输企业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时间。6
月11日15时至17时、6月12日7时至
11时，烟台范围内除运送生鲜果蔬、
持有超限运输通行证、疫情防控通
行证以及新冠病毒疫苗货物道路运
输调运单系统统一编码《新冠病毒
疫苗货物道路运输调运单》的运输
车辆外，禁止其他四轴(包含)以上
货运车辆驶入高速公路。

根据市气象台气象预警，端午
假期期间(6月12日-6月14日)天气
以阴天为主，总体气候舒适，适宜外
出踏青及走亲访友。但要警惕温度
升高带来的困乏疲劳驾驶及爆胎、
自燃等突发事件。

端午假期时间较短，主要以周边
短途旅行为主。结合往年假期车流量
情况来看，假期前一天15时-20时，会
迎来出城高峰，由于端午假期高速不
实行免费通行，各收费站出入口车流
将有所增加。自假期第一天6时、第三
天13时起，车流量上升幅度大。车流
量高峰时间区域为第一天7时-11时
(9-10时达到峰值)、14时-18时，第三
天13时-18时(15-16时达到峰值)。

结合往年假期期间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经验，G15沈海高速412—
417KM东向西、420—417KM西向
东、大杨家立交(荣乌转沈海匝道)、
437-438KM东向西(上坡，事故多
发)、G18荣乌高速161-162KM东向
西(上坡，事故多发)、179-180KM东
向西(八角立交)、305KM莱州服务
区西向东，G1813威青高速103-
107KM东向西、109-107KM西向东
(长上坡)、111-114KM西向东，福山
收费站、栖霞北收费站、杜家疃收费
站、机场收费站、莱州收费站车流量
较大，有拥堵风险。

为节省出行时间，减少拥堵，烟
台高速交警提醒市民出行时，可以
适当选择绕行，避开以上5处收费
站。途经沈海高速福山收费站的市
民朋友，可选择荣乌高速东厅、古现
收费站绕行。途经沈海高速栖霞北

收费站的市民朋友，可选择臧家庄、
栖霞收费站绕行。途经荣乌高速杜
家疃收费站的市民朋友，可选择崇
义收费站绕行。途经荣乌高速机场
收费站的市民朋友，可选择蓬莱西
收费站绕行。途经荣乌高速莱州收
费站的市民朋友，可选择莱州东、沙
河收费站绕行。

2021年5月31日至7月31日烟台
境内G18荣乌高速K140+300新亚通
道桥梁抢修，荣乌高速莱山收费站
至烟台收费站荣成方向主线封闭，
荣乌高速莱山收费站荣成方向入口
封闭、出口分流荣成方向车辆。

杜家疃、莱山收费站车流量较
大，有拥堵风险，建议广大车主尽量
绕行崇义、东厅收费站。施工期间，
去往威海、海阳和牟平方向车辆择
站绕行，注意安全。

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烟台高速交警发布“出行攻略”

新亚通道桥梁抢修注意提前绕行

保障考生安全

为了保障今年高考期间
师生安全，确保考生高考顺
利进行，近日，栖霞特种设备
专班对栖霞市两家高考考生
入住宾馆电梯运行情况进行
检查。

(通讯员 于超 金鹏)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6月4日上午，栖霞市特
种设备专班联合烟台市特检
院、培训机构、栖霞官道镇政
府等部门开展全镇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月”活动暨特种设
备操作人员培训。

(通讯员 于超 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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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失声明

烟台市牟平山海
文 化 研 究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51370612MJE333651
D）开户许可证丢失。证
号：J4560011273901，
经研究决定挂失该开
户许可证，特此声明。

莱阳市金平安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
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910039号，车辆
号牌鲁FAA217(黄)，现
予以声明作废。

公告
经公安

机关证明，于
2020年8月7
日16时许，在
招远市府前
路温泉路西
北角捡拾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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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牟平区新海佳园小区

1-8、21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骏宇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

区通海路217号新海佳园小区1-8、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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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

日至2021年6月20日在烟台市牟平

区新海佳园小区售楼处进行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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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10日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为父亲节献礼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
养而亲不待，尽孝要趁早。
父亲节来临之际，时值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升级为烟台
胶东泌尿外科医院。医院于
6月1日-30日，为爸爸们献
上一份健康好礼。

年轻爸爸套餐：消除
健康隐患。3 0元查包皮包
茎(原价312元)：医学电子
镜检查、尿液分析、血细胞
分析、葡萄糖测定、凝血四
项、感染四项；30元查生殖
感染(原价141元)：分泌物
常规、衣原体检查、支原体
检查、淋球菌检查、醋酸白
试验；

中年爸爸套餐：消弭中
年危机。30元查前列腺(原
价105元)：经直肠前列腺精
囊彩色多普勒、前列腺液常
规检查、前列腺按摩、国际前
列腺症状(IPSS)评分；30元
查性功能(原价160元)：阴茎
超声血流图检测、神经感觉
阈值测定、国际勃起功能评
分(IIEF-5)、国际早泄量表测
评；

老年爸爸套餐：安享幸
福晚年。80元前列腺肿瘤筛
查(原价270元)：总前列腺
特异抗原(TPSA)、游离前
列腺特异抗原(FPSA)前列
腺精囊彩超。

专家把脉，专解“男”
题。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不仅

准备了个性化的体检套餐，
而且拥有阵容强大的专家
团队做保证：市科技进步奖
获得者、泌尿外科微创大咖
孙洪臣主任，宫腹腔镜等微
创技术大拿郝宗光主任，国
家级科研奖励获得者李毅
海主任，国家实用新型三项
专利获得者刘光耀主任，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获得者李莉主任，市级学术
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吴美卿
主任……20多位名医领衔
的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专家
团队亲自把脉，解决疑难杂
症。

网上挂号，仅需1分钱。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开通了掌
上医院，只要通过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公众号、小程序，均
可在手机上挂号，而且专家
号只需要1分钱。

咨询电话：6259333
官方公众号：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

烟台车务段预计发送旅客34 . 5万人
加开高峰线列车4对，加开临客列车11 . 5对

本报烟台6月10日讯(记
者 梁莹莹 通讯员 董悦
青) 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
局集团有限公司烟台车务段
获悉，2021年端午小长假，烟
台车务段预计发送旅客34 . 5
万人。为保障运力，加开高峰
线旅客列车4对，加开临客旅
客列车11 . 5对。

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4
对。6月11日至14日济南西
-荣成间每日加开D 9 4 5 9
次、荣成-济南西间每日加
开D946 0次。6月1 1日、1 2
日、14日曲阜东-威海间加
开G9328/9次、威海-曲阜
东间加开G9330/27次。6月
10日至15日平原东-威海间
每日加开D9463次、威海-
青岛北间每日加开D9452
次。6月11日至16日青岛北
-威海间每日加开D 9 4 5 1
次、威海-济南间每日加开

D9464次。
加开临客旅客列车11 . 5

对：加开管内动车组临客9 . 5
对。烟台-青岛北C 9 6 5 2 /
C9651次、荣成-青岛C9658/5
次、青岛-荣成C9656/7次、青
岛北-烟台C9661/C9662次、
青岛北-荣成C9663/C9664
次、青岛北-荣成D9 4 3 5 /
D9436次、济南(济南西)-荣
成D9437/D9438次、荣成-青
岛北D9458/D9457次、龙口市
-烟台D9469次、济南西-烟台
D9461/D9462次、烟台-荣成
D9465/D9466次。

6月11日至14日烟台-龙
口市间每日加开K5500次、
龙口市 -烟台间每日加开
K5499次。

6月11日，13日烟台-大
明湖间加开K5524次、2021
年6月12日、14日大明湖-烟
台间加开K5523次。

烟台发布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

莱山居首位，快递服务领域满意度最好
本报烟台6月1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王华 孙洪安) 6
月9日上午，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召开
新闻通报会，正式发布《2020年烟台
十三区市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
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烟台13个区
市消费者满意度平均得分82 . 80分，
总体处于良好水平。其中，莱山区满
意度最高，快递服务领域满意度表
现最好。

2020年，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
下，中国消费者协会开展了第四次全
国城市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工作。烟台
市在全国100个城市中排名第8位，在
省内参加的7个城市中排名第2位。

本次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范围覆
盖烟台市所辖的福山区、高新区、海
阳市、开发区、莱山区、莱阳市、莱州
市、龙口市、牟平区、蓬莱区、栖霞市、
招远市、芝罘区共13个区市。调查指

标体系由日用品领域、食品领域、物
业服务领域、装修服务领域、交通领
域、文化和旅游领域、医疗领域、教
育培训领域、电信领域、快递领域、
公共服务领域、金融领域等12个重
点领域的67个指标组成。调查方式
主要采取统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
实地拦访调查，历时54天，计划完成
样本2500个，实际完成样本2873个。

从各领域调查得分来看，2020
年，烟台市12个重点领域消费者满
意度表现最好的是快递服务领域，
得分为84 . 77分，其他领域按得分从
高到低分别是：金融服务领域84 . 71
分、交通消费领域84 . 66分、公共服
务领域83 . 51分、日用消费品服务领
域83 . 44分、食品消费领域83 . 32分、
文化和旅游领域82 . 95分、医疗服务
领域82 . 40分、电信服务领域81 . 35
分、装修服务领域80 . 83分；2个领域

得分低于80分，物业服务领域79 . 21
分、教育培训消费领域79 . 07分。

从13区市消费者满意度综合得
分来看，十三区市消费者满意度综
合平均得分是82 . 80分，从高到低分
别是：莱山区85 . 00分、芝罘区84 . 81
分、龙口市84 . 38分、蓬莱区83 . 21
分、开发区83 . 14分、福山区82 . 53
分、莱阳市82 . 48分、海阳市82 . 35
分、栖霞市81 . 92分、牟平区81 . 91
分、招远市81 . 34分、莱州市81 . 15
分、高新区80 . 04分。均高于80分，总
体处于良好水平。

烟台市消协负责人表示，综合本
次烟台市13区市消费者满意度调查
结果来看，消费者满意度得分均高于
80分，总体处于良好水平，但消费维
权短板效应较为突出，加大消费维权
供给侧力量，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效能，是各区市需要关注的重点。

特检快讯

烟台境内G18荣乌高速K140+300新亚通道桥梁抢修，荣乌高速莱山收费站至烟台

收费站荣成方向主线封闭，荣乌高速莱山收费站荣成方向入口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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