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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烟台市同利带钢发

条厂：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

会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社会保险提
供担保告知书 (烟社稽保
告字 [ 2 0 1 8 ] 第 3号 )，
自公告起 6 0日内来烟台
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稽
核科领取担保告知书，逾
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

2018年5月31日
联系人：于东蕾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电话：6632130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公告
烟台市同利带钢发

条厂：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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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告送达社保稽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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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以来，恒丰银行烟
台分行迅速行动，不断加大对当
地企业的信贷政策倾斜力度，支
持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为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提供“金融引
擎”。截至目前，该分行已审批通
过山东省、烟台市新旧动能涉及
的项目 (企业 ) 1 3个，授信额度
109 . 5亿元，出账18 . 76亿元，全力
助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又好又快建设。

烟台分行坚持以信贷结构
调整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
当地产业转型升级，把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
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五
大新兴产业”及绿色化工、现代
高效农业、文化创意、精品旅游
产业和现代金融“五大优势产
业”作为资金投放的重中之重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今年以来，该分行先后对14个
省级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
287个烟台市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进行梳理，将新旧动能转换重
点客户和项目纳入名单制管
理，主动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
点项目、重点企业，深入实地考
察，及时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项目融资需求，“把脉会
诊”一对一对接，目前已成功对
接重点项目融资信息52条，项
目总投资需求340 . 6亿元。

烟台市是国家医养结合试
点城市之一，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积极探索实施“金融+医养”模
式，推动金融服务与养老产业深
度融合。分行成立了专业的金融
服务团队，为医疗和养老服务机
构提供“一对一”的金融服务。由
于养老服务行业投入资金量大、
投资回收期长、公益属性强等特
征，全国首批爱心护理工程建设
基地烟台御花园老年公寓有限
公司遭遇融资难题。烟台分行积
极为企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
案，先后向该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4500万元，帮助企业进行养老院
建设及护理设备升级，为老人们

的生活“贷”来实惠。
为加快烟台市新旧动能转

换，该分行加大政策协调力度，
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支持高科技
产业改造提升，加大对高端装备
制造、高端化工、新能源材料等
重点产业的信贷政策倾斜，持续
助力高科技企业实现新动能提
质增效。该分行还不断优化整合
金融资源与文化旅游产业资源，
文旅产业信贷投放力度逐年增
加，为蓬莱和圣农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蓬莱马家沟生态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等精品文化旅游企
业提供信贷支持3850万元，推动
了旅游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

今后该行将重点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系统工程战略落地，积
极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点行业
和项目，支持烟台市核心综合试
验区发展，为地方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提供金融支点，为实现山东
省新动能主导经济发展的新格
局做出新贡献。通讯员 薛瑞

加加大大信信贷贷政政策策倾倾斜斜，，支支持持产产业业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为新旧动能提供“金融引擎”

在本次智联招聘开展的“2018年应届毕
业生就业力市场调研”活动中，共计90168名
应届毕业生完成了调研问卷，揭秘了移动互
联网时代的“95后”大学生们的就业意愿和就
业趋势。

整体就业难度认知依然严峻，但求职压
力同比稍有降低。高校毕业生首选就业，创业
和出国热潮持续衰退。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
和吸纳能力全面超越一线城市。

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压力，大学生
提前进行职业规划。offer获取率同比上升，实
习经历是应届毕业生求职成功的重要法宝。
女性求职面临更大压力，性别差异既是劣势
也是机遇。近四成毕业生就业岗位和在校专
业不对口，高校人才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期
望薪水同比上升，但现实依旧残酷。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

烟台市特检院牟平工作站，为了让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能在家门口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近日，牟平工作站开展了第一期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培训工作，得到了牟平区相关企业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金鹏)

走进电梯 了解安全

为消除市民疑虑，宣传安全乘梯知识，加深公
众对电梯结构和运行原理的了解，近日，龙口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烟台市特检院龙口市工作站，
在南山东海小区举办了“走进电梯安全”体验式活
动。(通讯员 金鹏)

智智联联招招聘聘22001188年年
大大学学生生求求职职指指南南

龙龙青青高高速速预预计计1100月月底底全全线线贯贯通通
届时烟台到青岛行车时间将缩短为2小时

教教导导主主任任““组组团团””观观摩摩学学习习

日前，由滕州市教育局组织的“教导主任高级研修班”
现场观摩学习在烟台十三中举行。80多位教导主任聆听了
康知祥校长做的《守正出新》专题报告，观看了极具特色的
阳光大课间活动，并深入到课堂，实地感受了和谐高效的课
堂氛围。通过此次参观学习，对办学理念及课堂教学改革实
践经验的推广，对增进两地间的交流和推动两地教育事业
向好发展必将产生深远意义。(通讯员 苑如波)

本报5月31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恒博 文豪
学谦) 5月31日，记者从烟台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在龙青高
速龙口至莱西段招远施工现
场，施工方正在进行最后的路
面施工。目前该路段路基、桥涵
工程已经全部完工，路面工程
完成68%，预计10月底将全线
建成通车。届时将实现龙口至
青岛全线贯通，烟台到青岛行
车时间将缩短为2小时，龙口去
青岛时间也将由原来的3小时
缩短为1 . 5小时。

在 龙 青 高 速 招 远 施 工
段，四台沥青摊铺机正在进
行沥青铺筑，施工人员顶着
沥青带来的高温坚持施工。
据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龙
青高速龙口至莱西段项目经
理王长柱介绍说，目前路基、
桥涵工程已经全部完工，路
面工程完成68%。整个施工项
目雏形可见，工程进入最后
收尾阶段。

据介绍，龙青高速途经龙
口、招远、莱西、莱阳、即墨及城
阳，路线全长156 . 7公里。龙口
至莱西段工程项目北起龙口疏
港公路与荣乌高速公路交叉的
龙港南互通立交，终点接龙青

高速公路莱西至城阳段与沈海
高速公路交叉的高格庄互通立
交。龙青高速龙口至莱西段是
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经
龙口、招远、莱西三市，沿线共9
个乡镇。路线全长66 . 842公里，
采用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
时速120公里/小时，双向四车
道，路基宽27米；设服务区1处、
停车区1处、养护工区1处、监控
通信分中心1处、匝道收费站4
处。

龙青高速采取分段建设，
其中南段也就是青岛至莱西段
已于2015年9月6日开通。龙青
高速龙口至莱西段于2015年12
月16日开工由山东高速集团投
资建设，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
通车，届时将实现龙口至青岛
全线贯通。贯通后，烟台到青岛
行车时间将缩短为2小时，龙口
去青岛的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
缩短为1 . 5小时。

龙青高速是我省经济发
展“一体两翼”整体布局的重
要基础设施，是我省高速公路
网“五纵、四横、一环、八连”规
划中的“连三”，是我省建设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建设对加快我
省公路网主框架的形成，连接

烟青地区，加快“一体两翼”经
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促进山
东半岛城市群和胶东半岛制
造业基地的崛起，促进沿线区
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积
极作用。

记者了解到，2018年我省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6000公
里，龙青高速公路是山东高速
集团今年必须通车的两个项目
之一。作为山东交通的一分子，
山东高速集团自觉服从、服务

于全省工作大局，以“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

“坐不住”的责任感，确保龙青
项目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为
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重要交
通保障。

现场施工图。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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