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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全身健康”，为了增强

人们的口腔健康观念和自我保健意

识，9月20日，烟台市莱阳中心医院组织

党员职工践行“两学一做”，在老年护

理中心开展第29个全国爱牙日爱心义

诊送健康活动。

本次活动由五官科支部和东院支

部共同组织，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6

名医师组成医疗分队，为老人们送上

了健康和关爱。专家们耐心细致的询

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并为老人们查

体，详细解答老人疑问，提供健康咨

询，细心叮嘱注意事项，并向老人们发

送健康教育宣传资料，普及医疗卫生

保健知识，口腔健康，全身健康，进一

步提高了老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

本次义诊受益老人36人，尤其是为

腿脚不便利以及卧床的老人们送来了

真正的实惠，现场拔牙、义齿修复，余

留牙问题处理，无牙老人感叹可以再

享口福了。做群众满意的医务工作者，

把共产党员精神体现到医疗服务的每

个环节中，以实际行动将学习教育落

到实处，本次义诊受到了老年护理中

心老人们的高度赞誉。

(通讯员：宋晓玲)

践行“两学一做”，爱心义诊送健康
遗失声明

●张琬茹购买的坐落于玉岱路248号玉
岱小区二期0005-2-702房产的预告登记
证明丢失，证号为20151558，现登报声明
该预告登记证明作废。

冯格庄乡肖家疃村
●王月凤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43 . 3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181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肖凤平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39 . 0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188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宋修强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45 . 5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17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志学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44 . 5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26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赵文君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09 . 4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29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树平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20 . 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34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姜学宾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90 . 7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52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国林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15 . 3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53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华山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54 . 3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59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少杰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60 . 1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60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振福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38 . 8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73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旭坤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518 . 5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97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淑英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38 . 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08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可胜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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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第074317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赵子明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21 . 4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18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尚武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07 . 3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19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可良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53 . 7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48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赵世奎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84 . 0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200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肖风义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01 . 4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76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王少勤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39 . 0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79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孙仁德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47 . 80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82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肖永桂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35 . 24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83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赵子坤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148 . 53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397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盛云春座落于冯格庄乡肖家疃村，使
用土地面积为205 . 99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1991)第074411
号，现予以声明作废。

上上半半年年，，烟烟台台做做了了88009922万万件件服服装装
全市纺织服装规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279.14亿元，呈稳中向好态势

9月23日，第28个国际净滩
日，作为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山
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
可)公益10月系列活动的第一站，
山东中可在青岛、威海、日照、烟
台四市同时开展“在这里，在乎
这里——— 洁净沙滩，呵护蔚蓝”
公益环保活动。

上午10时，山东中可组织的
100余名志愿者分别前往青岛第
三海水浴场、日照灯塔广场、烟台
大学海水浴场、威海国际海水浴
场，开展净滩活动。现场志愿者两
三人一组，手拿环保清洁袋，分散
到海滩的各个角落捡拾垃圾，烟
头、塑料瓶、碎瓷片……不到一小
时的时间里，每组都装满了几乎

整整一袋子垃圾，用实际行动向
周围的人宣传了环保理念，传达
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在烟台，今年的净滩场地
改到了烟台大学海水浴场，山
东商务职业学院的义工志愿
者团队 3 3人参加到净滩的活
动 当 中 ，负 责 人 陈 浩 同 学 说
道：我们中有很多同学都是第
一次看到大海，在感受到大海
的蔚蓝和博大胸怀后，更愿意
呵护这一片碧海蓝天，为美丽
的烟台贡献一份力所能及的
微薄之力！

在青岛，今年的净滩活动从
沙滩延伸到海面，不光清理沙
滩，同时清理海面。志愿者乘坐

摩托艇、帆板、桨板、皮划艇等海
上运动器材在海面仔细搜寻漂
浮垃圾，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共清理出约50公斤的海面漂浮
垃圾。据悉，净滩活动已连续开
展十年，旨在通过实际行动号召
公众加入环保队伍，增强环保意
识，保护蓝色海湾。

“在这里，在乎这里”，山东
中可扎根山东20年来，植根当
地，服务社会，保持高度社会责
任感，多年来持续组织开展各项
公益事业，可口可乐市长杯足球
赛连续开展20年、可口可乐安全
小卫士连续开展8年，文明交通
伞、志愿者活动等公益项目深入
人心。

山东中粮可口可乐“公益10月”第一站

四四地地联联动动开开展展““洁洁净净沙沙滩滩，，呵呵护护蔚蔚蓝蓝””公公益益环环保保活活动动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娄礼仁) 22日，烟
台市纺织服装行业新旧动能转
换暨南山纺织服饰现场会召开，
会上通报了2017年上半年，烟台
纺织服装行业发展情况，今年上
半年，全市纺织服装规模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279 .14亿元，利润总
额 2 4 . 9 5亿元，工业总产值
307 .59亿元。同时，会上，烟台市
服装行业协会正式更名为烟台
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会上，烟台市纺织服装行
业协会会长吴健民通报了上半
年烟台纺织服装数据，据不完
全统计，2017年1-6月，全市规
模纺织服装企业200余家，其产
品质量为纱(棉纱)1534吨，与
上年持平；印染布6913 . 9万米，
同比收窄；毛机织物 (呢绒 )

1568万米，同比持平；服装8092
万件，同比增长1 . 5%；化学纤
维33282吨，同比增长8 . 8%。

从上半年全市纺织服装规
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主
营业务收入279 . 14亿元，同比
增7 . 2%；利润总额24 . 95亿元，
同比增长收窄；利税总额21 . 78
亿元，同比增长收窄；工业总产
值307 . 59亿元，同比增长收窄。

从出口情况来看，2017年
上半年，全市纺品织服装出口
总额达46 . 4亿元，与上年同比
增长9%，其中全市纺织服装服
饰及衣着附件出口额达29 . 18
亿元，同比增长13%。

“纵观上半年全市纺织服
装行业主要经济指标，我们可
以预期，下半年仍然会延续稳
中向好的态势。”吴健民说，在

他看来，烟台纺织服装行业有
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从综合经
济指标来看，山东的纺织服装
在全国位居第2位，而在山东，
烟台位居第2位。

随着人工成本、原料成本上
涨，以及电商的快速发展，纺织
服装行业尽管面临众多竞争和
挑战，但在吴健民看来，纺织服
装行业是永远的朝阳行业，不存
在什么传统行业之说，“这个世
上只要有人就就要穿衣服，这是硬
刚需。”吴健民说，作为纺织服装
人更不能妄自菲薄，要有精气
神，做好新旧动能转换。

活动当天，除了座谈和交
流，烟台纺织服装界的“大咖”
们还参观了南山纺织服饰有限
公司的车间亲身感受全产业链
的现代科技纺织业。

24日，一块直径1
米的巨型月饼现身南
山公园，吸引了不少游
客驻足观看，据了解，
这块月饼重量达110千
克，其馅料由豆沙，莲
蓉，五仁等组成。中秋
节当天，南山公园将邀
请游客免费品尝，共度
佳节。 本报记者 吕
奇 通讯员 贾琳
摄影报道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秦
雪丽) 23日，“9 . 27世界旅游
日庆典暨2017烟台大学生旅
游节”在鲁东大学启幕，本次
活动以“新海岸﹒新烟台”为
主题，由烟台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共青团烟台市委、文明旅
游烟台高校联盟等主办，鲁东
大学、烟台旅游景区协会、烟
台大学生网协办。

来自烟台市重点旅游景
区、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
集散中心、旅游网络运营商、
速运、崆峒岛游轮、体育竞
技、食品企业等50余家旅游
单位，将旅游展览会开进校
园，共发放宣传资料9万余
份。活动现场，既有针对大学
生群体的烟台旅游专场推介
会，集中发布烟台景区、旅行
社旅游直通车等大学生可享
有的优惠政策；也有寻求大
学生创意、智力的“烟台市金
曲、金句、金点子、金影像征
集大赛”“直播美丽烟台，我
为港城代言——— 烟台大学生
网‘校园星动力’大赛等系列
活动；更有同程网验客达人
分享烟台游攻略，并实时招
募旅游达人，参与同程网举

办的旅游攻略大赛等。蓬莱
阁、龙口南山、三仙山、长岛、
淘金小镇、磁山温泉、招远罗
山、烟台鲸鲨馆、塔山、张裕
酒文化博物馆、张裕葡萄酒
城、君顶酒庄、牟氏庄园等38
家景区提供了价值11 . 6万元
的免费门票和礼品。

自9月23日起至11月30
日大学生旅游节期间，烟台
市30余家景区及旅游单位给
予大学生群体3折至7 . 5折的
优惠，烟台旅游集散中心每
周末将旅游直通车开进高
校，带领大学生游览仙境烟
台。

本次活动是专属于大学
生的烟台旅游大Par ty，是

“首届烟台仙境海岸旅游节”
的重点活动之一，旨在激发
大学生群体参与烟台旅游发
展的热情，通过大学生群体
的课外实践、体验先行，从而
实现烟台年轻群体的互动融
合，形成创新主体、落地创意
成果、倡导文明旅游、焕发导
向活力，让大学生群体成为
烟台旅游发展中的“重要角
色”，共建共享烟台旅游发展
成果。

2017烟台大学生旅游节启动

大大学学生生旅旅游游最最低低享享三三折折优优惠惠

巨巨型型月月饼饼

活动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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