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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莱阳市建设局了解
到，该局围绕“两区一带”总体发展布
局，实施了107项重点工程建设任务，从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不断加大投入，全力推进
各项城建民生工程建设，让群众享受更
多的民生“红利”，全力提升群众的生
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目前，净化水厂一期滤池、5600户
供水一户一表和5600米供水老旧管道
改造已完成，完成小区供水管网改造
4600米，市政消防栓补建进展过半；20
个老旧小区40万平方米并网供热11月
全部完成，受益用户5000余户；泰青威
燃气管线对接工程投入使用，实现全市
管道天然气双气源供应；3个老旧小区
改造已完工，宝山小区11月底竣工，受
益群众3964户；289户农村危房改造提
前3个月竣工。

旌旗路改造等18项道路工程正加

紧建设，富山路改造、凤凰路、贤龙西
路主车道已通车；2条背街小巷整治已
竣工，巨峰街等9项工程正在推进征迁
等工作；清水南路小荆河桥主体和农学
院西门桥已竣工，鹤山桥等2座桥梁栏
杆维修已完成。凤凰路等5项绿化工程
已竣工，蚬河两侧、文昌路等绿化工程
和2项亮化工程正在推进，白龙河景观
绿化和蚬河公园公益设施建设正在进
行前期准备，全年完成绿化总面积20 . 6
万平方米。

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一期西岸土
方工程、地形塑造全部完成；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600吨，年发
电6353万度，完成总量的90%；污水处理
厂扩建土建工程完成85%；小荆河及排
污口、蚬河污水等十几处管网敷设和排
水沟整治11月全部完工，共治理排污口
29个、河道3960米。

(通讯员：张士新 李玲)

莱阳重点城市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
不动产继承公示
姜丽娜对原登记于姜志先、徐凤兰名下
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旌阳路
邮电局宿舍1-302的不动产，证号为莱
字第017078号；莱国用(2003)第6022号)。
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以
公示。从2017年12月7日 至2017年12月
27日止。如对该申请有异议者，须在公
示期间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并提交
书面材料，据以复核。公示期满无异议
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示
不动产继承公示
尹光明对原登记于吕建华、尹维元名
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 (坐落广
场街50号院的不动产，证号为莱字第
024861号)。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审
查并予以公示。从 2 0 1 7年 1 2月 7日至
2017年12月27日止。如对该申请有异议
者，须在公示期间向不动产登记机构
提出并提交书面材料，据以复核。公示

期满无异议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动
产权证书》。

特此公示

宫秀翠坐落于望石路郝格庄小区0004-
2-301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失，证号
为：莱国用(2007)第2133号；现登报声明
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
作废补发新证。

烟 台 德 林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370682200021291)营业执照正、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烟 台 德 林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370682313088194)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丢失，注册时间：2014年12月22日发证机
关：莱阳市国税局，声明作废。
烟台德林食品有限公司(313088194)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莱 阳 大 山 农 产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 69440931-X)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一一认认证证公公司司被被撤撤销销认认证证机机构构批批准准书书

近日，烟台市质监局稽
查局对管理体系获证企业进
行了专项监督抽查。

经查昆仑检验认证有限公
司对莱州某物流公司出具的管
理体系审核报告存在减少、遗
漏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
定的程序的违法行为。烟台市
质监局依法对该认证公司给予

行政处罚。国家认监委依据相
关规定，依法撤销了该认证公
司的认证机构批准书。

烟台质监局在此提醒：认
证机构应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认
证审核，认真遵守相关规定；申
请认证的企业，应如实提供企
业信息并严格执行管理体系标
准的规定。(邹志强 兰进)

传传递递正正能能量量，，《《中中国国建建设设银银行行狗狗年年压压岁岁金金》》欢欢乐乐上上市市！！
“压岁文化，一份传承了千

年的传统，它遍及大江南北，存
在于每个孩子的珍贵童年，以
情感为纽带一直流传至今，成
为华夏文明中古老而特殊的符
号。压岁钱起源于汉代，已经有
两千多年历史，古时正统的压
岁钱多以金制，因为人们相信
黄金本身具有驱邪祈福的功
用。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就是
以回归传统压岁文化为本，每
年甄选孩子们喜爱的童年偶
像，让传统压岁钱现代化、时尚
化，表达了长辈为孩子祈福压
祟的美好祝愿。”

2015年，中国建设银行第

一张压岁金诞生，自此，压岁金
家族陆续诞生了喜羊羊、孙悟
空、小鸡丁为题材的黄金压岁
钱，每一位都是孩子们喜爱的
童年偶像，他们用智慧善良、勇
敢担当、责任满满为小朋友们
传递了成长路上的正能量，每
年如约送出温暖的压岁祝福，
陪伴始终不变。

2018年，压岁金家族再添新
成员！压岁金系列之四《中国建
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发行，
祝福宝贝们岁岁健康岁岁旺。

我们一直选择和国际大IP
合作，不管是喜羊羊、孙悟空还
是小鸡丁，每一位登上压岁金

的主角都是充满正能量的一线
生肖卡通形象！2018年，建行与
好莱坞六大影业巨头公司之
一——— 环球影业合作，将曾热
映全球的动画影片《爱宠大机
密》搬上压岁金的“大银幕”，狗
狗们身着春节盛装，簇拥福运
绵绵的聚宝袋，为小朋友们讲
述“爱与陪伴”的故事。

为了祝福2018中国农历新
年，环球影业特别邀请小黄人
之父——— 克里斯托弗·麦雷丹
德瑞参与创作，为《爱宠大机
密》中的四位萌宠打造了中国
风服饰，和小朋友们一起欢欢
喜喜过新年。

每一张黄金压岁钱都是给
孩子的爱与陪伴。今年，我们不
仅将这份美好延续下去，还将
童年的珍贵一刻永久留存。下
载APP扫描压岁金二维码，将
长辈们满满的新年祝福录进视
频中，小朋友们扫一扫，就能直
接观看啦，这是《中国建设银行
狗年压岁金》给小朋友们的独
一无二的新年祝福哦！

崭新的一年当然要更有新
意！今年的黄金压岁钱可是让
宝贝们大饱眼福咯：

太阳公公晒一晒，狗狗的
外衣变红了，魔幻变色好神奇，
紫光灯也可以哟；白天照一照

强光，夜晚再来找一找，还能发
现隐藏的小狗和灯笼。

狗年黄金压岁钱，烟花绚
烂焕新颜，换个角度闪一闪，五
彩斑斓更好看；更有别出心裁
的门镜式包装，用“猫眼设计”
为狗狗们营造了一场温馨美好
的新年画面。这些运用现代科
技和工艺实现的大秘密，不仅
好看更好玩！更多新奇体验，只
为宝贝专属订制。

《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
金》，以Au. 999黄金材质精工铸
制，每一张压岁金均有独立编
码和收藏证书，为小朋友们送
上金子般纯真的专属祝福。

生殖医学领域院士工作站落户烟台毓璜顶医院

““家家门门口口””可可享享院院士士团团队队技技术术服服务务
本报12月7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刘肖
宏) 12月7日，烟台毓璜顶医
院杨军院长与著名生殖生物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以训成
功签订了“山东省烟台市生殖
医学刘以训院士专家工作站合
作建站协议”，并为院士工作站
揭牌。这标志着刘以训院士工
作站正式落户烟台毓璜顶医
院。据悉，这是山东省在医院设
立的首家生殖医学院士工作
站，也是落户烟台毓璜顶医院
的第二家院士工作站。

刘以训院士是我国著名的
生殖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国家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现任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等职。他
在干细胞与生殖生物学领域的
研究走在国际前沿，堪称学科
泰斗。他提出了排卵机制新学
说，克隆了七个新的基因并初
步探讨了它们的生理功能，曾
多次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奖等重大奖项,在中国乃至世
界生殖生物学界都享有盛名。

烟台毓璜顶医院是烟威地
区最大的综合性医疗保健中
心、山东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近
年来，医院以“创建综合实力国
内先进，技术、服务和管理与国
际接轨的一流精品医院”为发
展定位，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
力推进技术创新、科研创新、服
务创新、管理创新，实施“常态
化、制度化、指标化、数据化”为
要素的精细管理，促进了诊疗
模式、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
变革，医院发展又跃上了新的
高度。在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
研究中心每年发布的全国医院
排行榜中，医院连续5年位居全
国地级城市医院竞争力排名前
十位，2016年为第7位。

烟台毓璜顶医院生殖医学
科是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
烟威地区生殖医学培训和疑难
疾病会诊中心，2006年成为卫生
部批准在山东省范围内首批开
展辅助生育技术的四家医院之
一。目前，科室开放床位56张，年
门诊量近1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
800余人次，年开展辅助生殖助
孕手术近5000周期，其中新鲜周

期助孕近3000余周期，融胚移植
近2000余周期，整体规模居全省
第二位，尤其是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临床妊娠率一直稳定于55%
-60%以上，居全省首位。近年来，
科室成功开展了胶东地区首例
单精子卵母细胞浆内显微注射

“试管婴儿”、首例冷冻胚胎成功
的“试管婴儿”、首例高龄妇女胚
胎辅助孵出技术“试管婴儿”、首
例附睾、睾丸穿刺取精单精子卵
母细胞浆内显微注射的“试管婴
儿”，未成熟卵体外成熟的“试管
婴儿”，首例试管婴儿多胎妊娠
减胎术，首例囊胚移植“试管婴
儿”，以及个体化促排卵及黄体
期促排卵等一大批前沿先进辅
助生育技术，均填补了烟台市生
殖医学领域的空白。科室还创造
性地提出了“生殖微创外科”理
念，大力发展宫腔镜、腹腔镜、注
水腹腔镜等微创医疗技术，形成
了以腔镜微创联合辅助生殖技
术为特色的综合治疗不孕不育
体系，为广大不孕不育患者带来
福音。

刘以训院士工作站落户烟
台毓璜顶医院后，将会把院士

团队先进的科学技术、科研方
法、人才培养措施等“移植”到
毓璜顶医院，双方会开展以“男
性无精症患者、女性薄型子宫
内膜患者”为研究对象的临床
应用研究，尤其是“非梗阻性无
精子症”精原干细胞体外培养
项目，有望成为世界范围内生
殖医学界科研的重大突破，预
期可解决众多非梗阻性无精子
症患者无法拥有自己后代的难
题。此外，工作站成立后，胶东
地区乃至山东省不孕不育症患

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
一流院士团队的技术服务。

正如烟台毓璜顶医院杨军
院长所说，“刘以训院士工作站
是继孙颖浩院士工作站之后落
户烟台毓璜顶医院的第二家院
士工作站，这是烟台毓璜顶医
院的一件幸事，也是山东省内
不孕不育患者的一件喜事，将
进一步推动毓璜顶医院生殖医
学科向国内一流团队发展，有
助于更多不孕不育患者享受拥
有孩子的欢乐。”

烟台推出1476套共有产权住房、230套保障房，申请时间只有六天

申申请请首首日日一一窗窗口口收收到到百百份份申申请请
本报 1 2月 7日讯 (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志鸿 振
鹏 建海) 烟台于12月份向
社会推出首批共有产权住房
1476套、230套保障房。申请
时间为12月7日—12月14日

（工作日）。7日是申请首日，

记者从幸福街道办事处住房
保障窗口了解到，首日共有
百余户家庭填报申请表。

7日下午，记者来到幸福街
道办事处的住房保障窗口，许
多市民正在围着工作人员咨询
问题。“申请保障性住房的家庭

如有共有产权住房申请意向，
可以同时填写《共有产权住房
申请表》。”幸福街道办事处住
房保障窗口工作人员称，“今天
交申请表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有
40个家庭，有80多个家庭申请
保障房。”

杨军院长与刘以训院士签署合作协议。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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