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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唐春晓对原登记于唐世光、李志宏名下的

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富水南路4号富霖
居0011-3-502的不动产，证号为莱字第0006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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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2日 至2018年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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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吴金风、王晴到莱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房
屋座落：五龙南路公司院内0002-1-202，权属性
质：国有，用途：住宅，建筑面积：84 . 70平方米。
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已过
户，第一手房主徐月义、田翠芳联系不到本人，
现对此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告的权利及他项
权利有异议者，请于15个工作日内到莱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莱
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依法准予登记。

2018年2月2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张培升、王翠生到莱阳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
房屋座落：旌阳路062号0003幢3-402号 ,权属性
质：国有,用途：住宅,建筑面积：71 . 01平方米。根
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已过户，
第一手房主王月英、牟宝秋联系不到本人，现
对此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告的权利及他项权
利有异议者，请于15个工作日内到莱阳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莱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依法准予登记。

2018年2月2日

莱阳市龙祥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山东省烟
台市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0003470-0003474，
0003498，0003499，0003570，0003572，0003573，特此
声明作废。

莱阳市龙祥置业有限公司

于艳玫因保管不善，将坐落于鹤山小区2-
131的房屋DY1148号他项权证遗失（灭失），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现声
明该房屋他项权证证明作废。

春节将至，烟台大剧院&福山剧
院联合烟台市吕剧院和众多艺术培
训机构，将在2月19日策划举办“我的
舞台，我的梦”烟台大剧院2018青少
年圆梦计划新春公益展演。

本场演出以“我的舞台，我的梦”
为主题，集歌舞、乐器独奏、武术、快
板、相声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大
剧院搭建起少年展现自己的舞台，圆
孩子们的艺术梦、爱国梦、强国梦。我
们也期待通过展演，进一步提升烟台
市少年儿童的文化艺术水准，丰富孩
子们的文化艺术生活，引领少年儿童
才艺教育的创新发展。

另外，福山剧院进入常态化运营
之后，坚持文化惠民，并多次携手福
山区文化旅游局，开展了“同在蓝天
下”公益文化活动，以及“高雅艺术进

校园”等公益文化活动。今年春节假
期，福山区文化旅游局、烟台市吕剧
院、福山剧院联合主办的迎新春公益
惠民演出活动，分别为2月21日、22日
的传统吕剧《小姑贤》和《钗头凤》。从
2月3日起，市民可凭借身份证到福山
剧院售票厅登记领取演出票，每张身
份证两场演出共可领取2张票(场次
任选)，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烟台市吕剧院多次携手福山剧院
和烟台大剧院为烟台市民带来精彩公
益演出。2017年福山剧院首届文化惠
民戏剧演出季中，一连5场精心创排的
精品吕剧演出，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

关注“烟台大剧院”“福山剧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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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梦玉)

烟烟台台大大剧剧院院&&福福山山剧剧院院
今今起起开开始始免免费费派派送送春春节节““文文化化大大礼礼包包””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刘业生 陈
一男) 1日，记者从蓬莱检
验检疫局获悉，近日，经蓬莱
检验检疫局查验合格，一批
6900瓶、货值4万多美元的葡
萄酒顺利出口英国，这是蓬
莱产葡萄酒首次出口英国，
也是继蓬莱产葡萄酒出口法
国、比利时、新加坡等国家和
中国香港地区后，打开的又
一重要市场。

为指导蓬莱葡萄酒向高

端市场拓展，蓬莱检验检疫
局建立了葡萄酒法律法规数
据库,为企业出口提供技术标
准支持，先后帮助蓬莱产区
建立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规
范，同时积极参与建设葡萄
酒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
评议基地。2013年至今，蓬莱
辖区出口葡萄酒备案生产企
业8家，出口批次20批、2 . 81
万升、27万多美元，成为山东
省拥有出口葡萄酒生产备案
企业和出口量最多的地区。

蓬蓬莱莱产产葡葡萄萄酒酒首首次次出出口口英英国国
货值4万多美元

1月30日，中石化山东烟
台石油分公司举办了八角港
油库建成投营仪式，标志着
这座现代化、智能化的油库
正式投入运营。

目前，该油库主要分为

行政管理区、储油罐区及发
油管理区三个区域。该油库
的投营将有力提升成品油中
转和配送能力，确保成品油
的市场供应。

(通讯员 宋飞)

中中石石化化烟烟台台八八角角港港油油库库投投入入运运营营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李成修) 近日，
文登市97岁的赵大爷，右上腹
突然剧烈疼痛，伴随着发烧、寒
战等症状。家人赶紧将他送到
当地医院就诊。经过诊断，赵大
爷是胆总管结石并感染，但是
在经过1个周的抗感染等治疗
之后，他的病情却急转而下。因
为赵大爷年龄大了，全身状况
极差，因而不能进行外科手术
取石，而且因当地医院也不能
进行内镜取石治疗，所以赵大
爷就转到烟台毓璜顶医院做进
一步的诊治。

转到毓璜顶医院消化内科
时，赵大爷已出现严重的胆道
梗阻、感染性休克、败血症等表
现，全身深黄，尿液呈浓茶色，
血胆红素高达正常人10倍以

上，高热、寒战，血压降至61/
37mmHg，白细胞高达4万多，
血小板仅1万，生命垂危。

毓璜顶医院副院长、消化
内科主任、二级教授黄留业进
行了详细的诊断后认为，赵大
爷的状况应当进行ERCP内镜
取石术。但是考虑到赵大爷的
身体状况，手术可以说风险极
大，只有冒险一试。在对赵大爷
进行积极抗感染、抗休克治疗
的同时，黄留业走上了手术台，
为赵大爷进行了高难度、高风
险的ERCP内镜取石手术。最后
黄留业成功为赵大爷取出了
3 . 5cm的胆总管巨大结石。手
术结束后赵大爷病情好转，各
项指标趋于正常，3天后康复出
院。

毓璜顶医院消化内科于

2000年6月在省内率先开展了
ERCP内镜取石手术，现年开
展治疗性ERCP1000余例，居
省内首位、国内领先。截至目
前，该科已用此技术治疗全国
各地胆石症患者一万余例，一
次性取净胆管结石成功率达
9 8 %以上，未出现任何并发
症。近年来，该科已成功为十
余例百岁以上胆石症患者进
行了内镜取石手术。由于该科
消化内镜特色技术的先进性
及规模均居国内领先，2017年
12月份，该科经省卫计委、省
发改委及省质监局联合组织
全省专家评审总分居全省内
科系统第3名，被评为21个“山
东省临床精品特色专科”之
一，也是省内同专业唯一一
个。

9977岁岁老老人人胆胆总总管管结结石石并并感感染染
毓璜顶医院为老人内镜下胆管取石

孩孩子子收收到到礼礼物物爱爱惜惜地地捧捧在在怀怀里里
48份心愿礼物已送到栖霞孩子们手中，他们称要以好成绩回报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孙淑
玉) 爱心汇聚，情暖百家。1日
上午，记者和爱心企业、爱心市
民一起带着心愿礼物来到栖
霞，将48份心愿礼物送到孩子
们手中。礼物的到来让孩子们
爱不释手。对于这份温暖，孩子
们表示，今后要取得好成绩来
回报好心人的支持和关爱。

爸爸患有抑郁症，长期服
药后肝脏受损，靠妈妈打零工
维持生计。心疼妈妈，14岁的小
宁格外勤奋，成绩优异的她在
这次考试中又取得了第一名。
爱好画画的她春节最大的心愿
是有个数位板。看到和女儿年
龄相仿的小宁这么懂事，莱阳
义工董娜报名认领礼物，并很
快将数位板送到。收到礼物后，
小宁爱惜地捧在怀里，到家就
忍不住拆开来研究。

“我的礼物最多，我一定要
好好学习。”小鸿的心愿礼物是
由毓璜顶医院的医护人员认领
的，在为小鸿准备了新的羽绒
服后，这些白衣天使还特意多
准备了两件毛衣和两条裤子。
双手捧着礼物的小鸿开心得不
得了，忍不住咧开嘴笑了。

一口气认领18个孩子的心
愿礼物，其中一半孩子在栖霞。
为让孩子们尽早收到礼物，烟
台八块八外卖连锁餐饮安排专

门工作人员负责采购，精心为
孩子们准备好所有礼物后又逐
一送出，只想给孩子们更多温
暖。

“平时很忙，有机会跟这些
孩子接触，我们也很高兴。”烟
台八块八外卖连锁餐饮创始人
杜兆杰说，虽然这次无缘到现
场发放礼物，但他们对孩子们
的祝福依旧，今后他们也愿意
尽自己所能，帮孩子们完成学
业，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烟台旺角小渔村酒店为16
个孩子集体圆梦，其中6个孩子
的心愿礼物这次也送到了栖
霞。在为孩子们购买新年心愿
礼物之外，旺角小渔村酒店还

为每个孩子包了100元红包。
为给孩子们更多春节的温

暖与祝福，此次丰金爱心在线
也为栖霞的孩子们准备了25份
米面油。烟台丰金集团是集房
地产开发、商务贸易、高新技
术、文化教育、公益慈善为一体
的综合性集团公司。集助学、扶
贫、敬老、助残、环保等多种公
益活动为一体的丰金爱心在线
公益活动平台，每周发布救助
信息，每周走访困难群众。

临近春节，快递公司陆续
停运，如果您已经认领了孩子
们的心愿礼物，请尽早购买并
寄出，以便孩子们早日收到礼
物。

认领10个孩子的心愿礼
物后，还单独为每户家庭送出
馒头和营养品礼盒，2月1日，
本报记者联合烟台宝来利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栖霞爱的
传递助学协会志愿者一起赶
赴栖霞为孩子们圆梦。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生
活无法自理，爸爸平日在家
照顾妈妈，周末打零工补贴
家用。正读五年级的小远6岁
起就会做饭、蒸馒头，是个顾
家小能手。几乎没吃过零食
也很少有玩具，小远最大的
心愿是能有一身保暖内衣和
一个玩具小飞机。

朴素的心愿打动了很多
人，烟台金凯利化工有限公司
负责人杨华锋委托本报记者
给他买了过年的羽绒服、保暖
内衣。烟台宝来利来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晓明又特
意给孩子包了500元红包。此
外，还有热心人给孩子准备了
牛奶、饼干、书等物品。

妈妈患有尿毒症，爸爸
精神不佳，7岁的小玉最大的
心愿是能有一身过年的新衣

服。心疼小玉的遭遇，烟台宝
来利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准备了新衣之外，还
特意为其弟弟买了新衣服，
现场还为购置了芭比娃娃。
此外，工作人员还特意带小
贤和小梅买了很多课外书，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这样的活动今后我们还
会坚持做，争取给孩子们更多
帮助。”烟台宝来利来生物科
技有限售公司市场总监曹建
鹏称，践行公益事业，传承大
爱精神，是公司一直坚持的理
念。坚持公益9年来，他们曾联
合本报开展“关爱老人、预防
跌倒”大型科普进社区 活
动，为烟台中老年人免费发放
防滑拖鞋及义务宣讲中老年
人预防跌倒的科普知识。还一
起发起“爱心点燃回家路”大
型公益活动，为老年痴呆患者
免费发放“黄手环”。此外还多
次跟随烟台扬帆助学公益发
展中心看望孤寡老人、援助残
障人士、资助失学儿童、捐助
特困家庭以及慰问敬老院等。

本报记者 孙淑玉

爱爱心心企企业业为为1100个个孩孩子子圆圆梦梦
每家多送健康礼盒，还带孩子买书

收到好心人送来的礼物，小凤、小豪十分开心。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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