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莱阳市梨园小区的居民代

表来到城建热力有限公司赠送锦旗。

锦旗上镌刻着“爱心供暖，为民送暖”

的字句，表达了小区居民对城建热力

工作人员的感谢，以及对城建热力供

暖工作的肯定。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为我们解决

了大难题了。”“今年冬天不仅屋里暖

和了，我们心里也热乎乎的。”“终于盼

来了集中供暖，你们可是为我们用户

办了一件大好事。”办公室内居民们围

绕着工作人员不停地诉说着感激之

情。

梨园小区是莱阳中心城区的老小

区，在这住的大部分是些老年人，多年

来大多数居民都靠烧煤取暖，不仅不

卫生，而且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为

此，该市建设局组织城建热力公司，积

极协调，克服困难，对该小区实施了供

热并网工程，努力让小区居民今冬能

享受期盼已久的集中供暖。

老旧小区并网供热是一项民心工

程，为让老旧小区早日实现集中供热，

今年年初，莱阳市建设局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调查，确定了梨园小区、绢纺

厂东宿舍、蚬河小区等10余个老旧小

区的并网供热建设计划。目前，所有工

程已完成70%，剩余工程将于10月中旬

前全部完成，据统计，全市将完成老旧

小区并网供热配套面积30余万平方

米，受益用户约3500余户。

(通讯员：赵玖科)

莱阳老旧小区并网供热3500多户居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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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阳阳((一一期期))、、所所城城街街区区安安置置房房确确定定
选择产权调换的产权人，交房后需自行寻找住所躲迁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目前，备受关注的朝阳
(一期)、所城历史文化街区搬
迁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中，记者从北部滨海开发建设
指挥部获悉，本次搬迁的补偿
方式有两种，货币补偿或产权
置换补偿，目前，两街区安置
房位置确定，一处位于红旗中
路以北，胜利南路以西地块；

一处位于峰山水库以北，胜利
南路隧道口以南周边地块。

在该项目中，被搬迁人能
够获得哪些补偿？想必是很多
朝阳街、所城里居民最为关心
的问题。据了解，本次搬迁的
补偿方式有两种：货币补偿或
产权置换补偿，后期会有具体
的补偿方案出台。

在规定期限内签协议、

搬迁的人会有一定奖励，本
次搬迁的签约奖励期限为自
两街区搬迁补偿方案公布之
日起 6 0日内 (方案将于近期
公布，请居民密切关注相关
信 息 ) 。超 出 期 限 将 不 予 奖
励。

如果选产权置换补偿，选
房程序是怎样的？据了解，每
个网格区域内补偿安置协议

正式生效的次日，抽取选房顺
序号(朝阳、所城统一抽取)，按
序号选房，选完为止。每个房
屋所有权证对应一个选房顺
序号(不含共有权证)，现场由
公证部门公证。

安置房建好之前，被搬迁
人要住哪里？据指挥部介绍，
选择产权调换的产权人，交房
后需自行寻找住所躲迁。指挥

部将支付一定数额的临时安
置费。临时安置费自搬迁交房
之日起按被搬迁房屋产权证
建筑面积每月20元/㎡计发，
发至回迁安置通知发布之日
再后延四个月止。在搬家交房
时暂付一年，之后按年度支
付；超过24个月，临时安置费
按每月40元/㎡计发，回迁安
置时一并结算付清。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9月
16-17日，2017医药创新与发展
国际会议将在烟台召开，作为
医疗健康产业的一次盛会，也
将给烟台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新
鲜血液和活力。目前，烟台药品
科研创新实力居山东省前列，
拥有行业尖端技术和领先产
品，将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新
示范区，力争到“十三五”末，全
市医药健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突破1000亿元，年均增长15%
以上。

2017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

会议是由烟台市人民政府、中
国药学会、中国医药创新促进
会联合主办，将是成果转化、项
目对接、资本合作的极佳机会。
本次大会以“创新、合作、投资、
发展”为主题，会议将集中展示
全球医药行业最新动向和创新
成果，共同探讨中国生物医药
事业的发展，共商创新发展大
计。

据烟台市食药监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有
药品生产企业39家，药品包装
材料生产企业26家，药品经营
企业3803家，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9 2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1991家，保健食品生产企业24
家，保健食品经营企业4196家，
化妆品生产企业9家，化妆品经
营企业3594家。2016年全市医
药健康产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655 . 46亿(药品生产285 . 45亿，

药品流通219 . 07亿，器械生产
28 . 29亿，器械经营32 . 8亿，保
健食品化妆品89 . 85亿)，同比
增长12 . 6%。

对于医药产业的发展，烟
台也规划出了自己的蓝图，到

“十三五”末，全市医药健康产
业产值力争突破1000亿元，医
药健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过
500亿企业1家、过100亿企业3
家以上、过50亿元企业7家以
上、过10亿元企业20家以上、过
亿元企业30家以上，进入全国
医药百强企业8家以上，拥有一
批在国内外市场占据重要份额
的“单打冠军”产品，医药健康
产业成为烟台新的支柱产业。

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新示
范区，在发展布局方面，总的是

“一区七园”，形成布局完善、各
具特色、优势明显、技术领先的
生物医药发展高地。

喜迎医药盛会
再谱发展新篇

““十十三三五五””末末，，烟烟台台医医药药健健康康产产值值力力争争破破千千亿亿
9月16-17日，2017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将在烟台召开

中中国国太太平平为为海海阳阳
国国际际马马拉拉松松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9月10日一早，万名马拉
松爱好者相聚海阳，拥抱这
碧空蓝天与万米金滩，一起
奔跑在2017仙境海岸海阳国
际马拉松赛道。

中国太平作为本次2017
仙境海岸海阳国际马拉松
唯一保险指定服务商，为所
有参赛人员提供意外保障
与赛事服务。中国太平拥有
47万名员工、24家子公司，业
务范围涵盖寿险、财险、养

老保险、再保险、再保险经
纪及保险代理、互联网保
险、资产管理、证券经纪、金
融租赁、不动产投资、养老
产业投资等领域，业务种类
齐全，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
合金融保险服务。目前集团
及旗下有9家机构获得国际
权威评级机构授予的“A级”
评级，是中国保险业获得国
际“A级”评级最多的保险集
团。

烟台大剧院秋冬演出季豪华节目单出炉

陈陈佩佩斯斯话话剧剧《戏戏台台》等等1100场场演演出出本本周周开开票票
中中秋秋送送礼礼
消消费费者者青青睐睐野野生生岛岛海海参参

和往年一样，中秋礼品
市场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销
售旺季。今年的消费者在选
购中秋礼品时，格外青睐具
有温性滋补功能的海参。

市民刘女士说：“与其选
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不如
就送海参，烟台人都知道海
参有营养对身体好。”

野生岛品牌负责人、烟
台万事如意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玉成说：“即便大多数
品牌在中秋节前期，选择了
涨价销售的策略，野生岛品

牌仍要压缩利润空间，让利
消费者。”市场上海参产品良
莠不齐，南方参冒充北方参、
养殖参冒充野生参的情况屡
禁不止，如何挑选真正的野
生海参也成为困扰消费者的
一大难题。

刘玉成说，消费者在挑选
海参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般
优质海参的参体呈纺锤型，身
体粗壮挺拔，色泽较深，泡发后
体型饱满，肉质肥厚口感好，建
议大家到正规品牌海参店中购
买海参，品质更有保障。

一一级级建建造造师师资资格格考考试试
99月月1166日日开开考考

本报9月12日迅(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潘孝川)
记者从烟台市人力资源考试
中心得知，2017年度一级建
造师资格考试将于本周末(9

月16、17日)举行，请应试人员
参加考试前登录中国人事考
试网打印准考证，打印准考
证系统开放时间为2017年9
月12日9∶00至9月17日14∶05。

本报9月12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张梦玉) 烟台
大剧院秋冬演出季即将启幕，
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家名团将接
连呈献涵盖话剧、歌舞、音乐会
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经典演出。
话剧《戏台》、新年音乐会等10
场演出将于9月16日先期开票。

9月16日，陈佩斯话剧《戏
台》、新年音乐会、《戴茜，今晚嫁
给谁？》等10场演出本周正式开
票。另外，乌兰图雅、吕思清、莫
华伦等大咖也将在秋冬演出季

亮相。蒙古之花《乌兰图雅花开
四季演唱会》将于10月29日开
唱。10月14日的《吕思清小提琴
独奏音乐会》是本年度重量级的
音乐会演出。11月30日的《莫华
伦和他的朋友们歌唱音乐会》将
为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音乐体
验。

12月31日，2018烟台市新
年音乐会将如期举行。本次演
出由著名指挥李飚执棒，俄罗
斯国家新西伯利亚爱乐乐团
担纲演出。2018年1月1日的奥

地利维也纳节日交响乐团新
年音乐会和2018年1月21日的
布加勒斯特皇家交响乐团音
乐会也是乐迷们比较期待的
演出。

购票观众持62开头绑定银
联钱包的银行卡购票可以享受
文化惠民消费季的专属优惠。
关注“烟台大剧院”微信公众
号，可随时随地查询电子节目
单，购票更有九五折优惠，订票
电话0535—6605566、0535—
660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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