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今年年公公益益放放流流活活动动周周六六举举行行
现征集50个小记者家庭参与，小记者们可以现场采访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为有效增加生物资源，
改善修复生态环境，烟台市海
洋与渔业局2016烟台市水生生
物资源公益放流活动将于10月
15日(周六)上午9点，在海昌渔
人码头海边举行。活动面向本
报小记者召集50个家庭现场领
取免费鱼苗放流，小记者们赶
快报名吧。

近年来，受水域污染，过度
捕捞等诸多因素影响，水生生
物资源下降，增殖放流活动可
以补充生物资源，改善生物的
种群结构，同时能够维护生物
的多样性。记者从烟台市海洋
与渔业局了解到，通过增殖放
流的方式可以增加部分生物种
类的数量，起到了对部分物种

的保护作用。
据介绍，放流水生生物不

是简单地把生物放到水里就
行，要考虑哪些水域适合，哪些
品种适合，哪些物种不适宜放
流。而本次公益放流活动将有
渔业部门人员现场为大家讲解
如何正确放流。

2016烟台市水生生物资源
公益放流活动将于10月15日在
海昌渔人码头海边举行。现场
还设有奖问答环节，同时还将
发放相关宣传手册，引导市民
正确放流。

放流活动招募50个小记者
家庭免费参与。小记者现场不
仅可以学习放流知识，还可以
现场采访，写报道。想要参与的
小记者一定要赶紧报名。

活动时间：2016年10月15日
(周六)上午9点开始

活动地点：海昌渔人码头
海边

活动对象：齐鲁晚报小记
者(家长带孩子)。小记者现场要
佩戴齐鲁晚报小记者证。

活动费用：免费
活动名额：50个小记者，可

带家长。
报名方式：
1、短信报名，发送“我要报

名公益放流+学校+班级+姓名+
电话”至18505419599，即可预约
报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2、加入“齐鲁晚报雏鹰小
记者团QQ群：257387266”，发送

“我要报名公益放流+学校+班
级+姓名+电话”群内报名，即可

预约报名。
活动结束后，小记者可以

将现场的采访报道整理成稿，
齐鲁晚报将择优发表。

投稿邮箱：q l w b j r y t @
163 .com，投稿注明“公益放流”
活动投稿。

内容：这次活动的所见所
闻所感所想，字数不少于500字，
文体不限

去年公益放流现场。 本报记

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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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
●王玉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67 . 7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48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少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06 . 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48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合春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20 . 5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48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刁氏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6 . 8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48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欣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35 . 2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49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信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50 . 6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49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迟秀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1 . 7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4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文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2 . 0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42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世庆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4 . 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0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潘立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1 . 1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1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竹松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3 . 5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3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升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50 . 9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53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旭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67 . 4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57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中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9 . 2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4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桂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89 . 5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55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金宝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32 . 0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6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中年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8 . 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6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旭光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3 . 9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7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杰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95 . 2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57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穆建福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0 . 8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8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玲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08 . 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59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同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6 . 2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59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善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63 . 7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60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玉田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8 . 8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0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殿邦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87 . 7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0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风凯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3 . 1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1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39 . 8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61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玉彬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63 . 0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2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世考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24 . 6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3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邵金东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0 . 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32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国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22 . 7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63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邵和春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6 . 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4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凤南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32 . 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4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建夏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5 . 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52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凤亭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322 . 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6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龙海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5 . 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6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恒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90 . 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68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松波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21 . 9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68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敏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04 . 1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68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会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02 . 3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69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迟建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358 . 7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1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洪彬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6 . 7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2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世全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5 . 1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3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洪明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2 . 0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3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同义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320 . 5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4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文斌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5 . 1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4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爱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7 . 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6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志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7 . 1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62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迟建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0 . 3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8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国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6 . 7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8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品国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3 . 8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9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世文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47 . 2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9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世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52 . 6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9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孟娥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5 . 3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0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升永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1 . 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0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于德臣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7 . 7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2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杨淑珍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35 . 7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2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艳芬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8 . 9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2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祖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4 . 2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3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周树文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21 . 4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3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敏利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7 . 6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3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于克新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3 . 0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3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于建波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9 . 8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3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俊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0 . 1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4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丛收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5 . 6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4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迟建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28 . 2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5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树春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93 . 5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5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臣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2 . 4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6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泽卫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62 . 4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6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59 . 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87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全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72 . 2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87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明臣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4 . 4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8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海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73 . 8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88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洪忠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0 . 7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9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培江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03 . 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9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全月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6 . 0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89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凤文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88 . 3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1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希有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5 . 2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1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忠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73 . 3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91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臻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14 . 4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91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秀伟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9 . 8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1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升伍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2 . 9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2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胜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05 . 2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92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淑玲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07 . 7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3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泽浦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86 . 3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4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秀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9 . 8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4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世春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2 . 2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4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世文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15 . 3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4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柳学平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7 . 8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4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柳学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5 . 1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5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柳田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57 . 7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3952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世会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8 . 8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5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金伟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67 . 5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6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玉纯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9 . 6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7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任连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99 . 7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7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世钦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21 . 7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98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文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34 . 4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0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于振考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4 . 9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0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李培晶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9 . 2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2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全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39 . 2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2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平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57 . 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3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吉德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20 . 8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3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玉臣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14 . 1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3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治田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49 . 9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3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13 . 5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3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凤兴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41 . 4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7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殿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24 . 8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7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奎义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83 . 2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7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俭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416 . 8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7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少平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07 . 8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7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凤岐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08 . 1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8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吉平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10 . 5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8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磊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07 . 5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82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30 . 3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
10408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迟建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4 . 7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9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迟万利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22 . 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9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卞祝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66 . 8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10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徐品颖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59 . 6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5)
第03045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玉祥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219 . 8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6)
第030044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敏强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171 . 8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378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中胜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西徐格庄村，使用土地面
积为75 . 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
第10408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
●胡乃福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54 . 4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2884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宫志刚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9 . 9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289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国芳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94 . 0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289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尉学臣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19 . 2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289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尉焕政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26 . 2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291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少环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29 . 3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297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绍奎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4 . 8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027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学君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75 . 2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04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金珠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68 . 5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059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胡乃俊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9 . 7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06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绍堂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201 . 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068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胡可华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8 . 7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10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胡乃国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80 . 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101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乔守民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1 . 7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103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尉田贵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66 . 9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116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叶淑香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4 . 5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0)第
103130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房仁花座落于古柳街道办事处李家疃村，使用土地面积
为141 . 4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9)第
0300015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于孟欣座落于姜疃镇西宅村，使用土地面积为163 . 42平
方米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152857号，
现予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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