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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改进取得

实效，莱阳建设局在真学、真改、实做上下

功夫，实现了思想境界和城建事业双提升。

一是以学促解，提升思想境界。从对标

找差距入手，学习先进，促进思想大解放。7

月22日，组织观摩恒大世纪文化城·文化旅

游城、舒驰新能源客车产业园、海尔市场创

新产业园等全市重点项目，学方法、看亮

点、增信心；7月23日组织赴昌乐县现场观

摩学习棚户区改造、城镇建设、城乡环卫一

体化、乡村振兴等先进经验，开拓视野、增

长见识，找准差距、明确目标；7月24日组织

召开全系统思想大解放暨作风大改进工作

会议，46名参会党员干部谈感受、找差距、

定措施，全面提升思想境界、全面改进工作

作风，全面增强推动城建事业赶超发展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是以做促解，推动事业升级。围绕推进

规划设计思想解放，聘请国内外一流专家参与

重点项目的前期论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精，完成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4个镇总体规划

和30平方公里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展排水、热

力、公共服务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停车设施等

7项专项规划；围绕推进建设思想解放，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理念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

当，积极推进投资30亿元的城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尽早完成2.1公里的荆山路、3公里的富山

路、4 .6公里的共建路等19项路桥建设改造，加

快投资20亿元的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和梨花

古镇建设，实施蚬河公园公益设施、体育公园

等6项生态景观工程，新增绿地10万平方米；围

绕推进服务民生思想解放，明确为了谁、服务

谁理念，实施城区第二输水干线、5300米供水主

管线等5项项目，推进河洛区片120万平方米供

热，完成8个镇街污水处理设施建设、58408户农

厕和433户危房改造，确保每天14万吨的污水全

部达标排放，让思想解放真正开花结果。

通讯员：乔小宾

莱阳建设局以思想大解放、作风大改进
实现工作大提升

不动产继承公示
●滕文靖、侯春雨对原登记于滕文靖、侯春雨、滕克勤中滕克勤名

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华泰家园0007幢3-301号的不动

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0033800号,土地证号：莱国用(2006)4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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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至2018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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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邢华忠对原登记于邢春明、高翠香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

记(坐落莱阳市团旺镇东团旺村0014-101号的不动产，鲁(2017)莱阳

市不动产权第0008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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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至2018年8

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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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邢华臣对原登记于邢春明、高翠香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

记(坐落莱阳市团旺镇东团旺村0014-101号的不动产，鲁(2017)莱阳

市不动产权第0008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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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至2018年8

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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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梁巧华对原登记于李兰娥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高格庄乡东薛村的不动产，房权证1903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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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至2018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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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3日

遗失声明
●陈光军坐落于高格庄乡胡城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丢失，证号

为：莱集(91)188682，面积132 . 27平方米，时间：1991年5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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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振升坐落于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姜家泊村的不动产权证

(房产证)丢失，证号为：0307379，面积118 . 39平方米，时间1992年8月

30号，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

证。

●于涛坐落于马山路247号0010-3-202号的不动产权证书丢失，证

号为：0007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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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星坐落于城厢街道办事处东林格庄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

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7)字第020977号，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

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刘永华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胜利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丢

失，证号为：莱集建(91)143615，面积149 . 92平方米，时间：1991年5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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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华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胜利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丢

失，证号为：莱集建(91)143616，面积175 . 82平方米，时间：1991年5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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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德进坐落于高格庄镇宅科村的不动产权证(房产证)丢失，证号

为：1901273号，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

废补发新证。

●莱阳市万顺通讯工程有限公司(370682397330613)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完税证明(141)鲁地证(02985984)现登报声明。

●莱阳市万顺通讯工程有限公司(370682200017619)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声明作废。

●莱阳市金伞网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370682494491419)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141)鲁地证(02984401)现登报声明。

●莱阳市金伞网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370682494491419)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141)鲁地证(02985982)现登报声明。

●莱阳市冯格庄麦诺食府(370682600495922)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 莱 阳 昊 运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316446号，车辆号牌鲁YD596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 莱 阳 昊 运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316445号，车辆号牌鲁YC5945(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张学良坐落于鹤山路169号龙门佳苑0038-4-201的房屋所有权证

书丢失，证号为：00073262号；土地使用权证书丢失，证号为：莱国用

(2013)字第43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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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杜晓
丹) 全心全意为了孩子，用爱
心温暖孤儿的心房。8月2日上
午，“‘阳光福彩·幸福烟台’全
国媒体烟台采风行”采访团走
进中国烟台SOS儿童村。作为
一所收留抚养孤儿的专业机
构，多年来这里得到了福彩公
益金的大力支持，“孤儿不孤”
的背后，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

中国烟台SOS儿童村是我
国与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合作
建立的第一批SOS儿童村，于
1984年11月11日奠基，1987年5
月22日正式开始收留抚养孤
儿。SOS儿童村里由未婚女性
担任“妈妈”组成特殊家庭，每
个家庭有6至9名孩子，妈妈们
与孩子共同生活，从而使这些
孩子在新型的家庭中重新获得
家庭温暖和母爱。

据了解，自开村以来，烟
台SOS儿童村先后收留抚养了
来自山东、河北、河南、辽宁、
黑龙江、新疆、西藏共60个县
市区的健康孤儿424名，其中
已有317名孩子长大成人离村
参加了工作。“我们的孩子虽
然身世可怜，但他们在‘妈妈’
的精心教育下，走上社会，回
报社会，成为各行各业有用的
人才。”中国烟台SOS儿童村
村长吴厚胜骄傲地说，截至目
前，儿童村中考入大专以上高
校的孩子占总人数的40%，其
中有 9名孩子取得研究生学

历，1名在读博士，6名孩子先
后在国外大学读书。

中国烟台SOS儿童村的发
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福彩公益金在“救孤”方面
给予了儿童村持续的支持，从
房屋改造到教育、生活设施升
级都有福彩公益金的身影。“孤
儿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爱，而
像福彩公益金这样的爱心资金
对于孩子发展来说十分重要。”
吴厚胜表示，儿童村自成立以
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资助，
儿童村将这些爱心资金全部用
于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条
件，看到孩子们茁壮成长，自己
和同事们十分欣慰。

“我在儿童村已经有30多
个年头了，现在我的许多‘孩
子’已经长大成人，成为社会
有用之才。”在13号家庭里，专
职“妈妈”张雨霄说，她一共抚
养了25名孤儿，虽然儿童村的

妈妈们按规定不能结婚，但她
却从孩子们的身上感受到了
家庭的幸福。目前，张雨霄家
里有6名孤儿，在张妈妈的细
心呵护下，孩子们都非常幸
福。

“很高兴大家来看我们，我
们在儿童村里生活得非常开
心，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希望自
己能快些长大尽早回报社会。”
13号家庭的于美玲，今年15岁
了，是一位腼腆的小姑娘，虽然
有些不好意思，但她仍然思路
清晰地向记者们介绍了自己，
并说出了埋藏心中的理想。

看到于美玲怀着一颗感
恩之心，吴厚胜非常欣慰。他
告诉记者，儿童村非常重视孩
子们的感恩教育，培养他们自
立自强的意识。自儿童村成立
以来，许许多多孩子长大成人
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
立业。

“‘阳光福彩·幸福烟台’全国媒体烟台采风行”采访团走进中国烟台SOS儿童村

““妈妈妈妈””用用心心温温暖暖孩孩子子们们的的心心房房
近日，太平人寿2018年

全国客户服务节正式开幕，
烟台中心支公司联动共振，
当天在烟台大剧院举办了客
服节开幕式暨2018年度儿童
剧巡演。

今年的客服节继续以
“太平与您同行”为主题，将
围绕“太平名家之约”“太平
家文化”“太平手拉手公益”

“太平绿树空间”四大客服
精品品牌开展多种多样丰
富的活动，“太平诗词大会”

“交通安全体验课”等富有
教育意义的客服项目正接
踵而来。

启动仪式上，太平人寿
烟台中心支公司运营服务部
经理宋英姿与客户代表共同
点亮启动球。

本次客服节的儿童剧巡
演环节，特别挑选了经典儿

童剧目《三只小猪》，该剧讲
述了三只小猪为了阻挡大灰
狼建造房子，以及帮助大灰
狼改正错误的故事。此次上
演的《三只小猪》在童话经典
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教育
孩子们要勤劳勇敢、乐于助
人，面对错误要学会知错就
改、宽容大度。演出期间，小
朋友们还可以随着剧目的节
奏，帮助小猪想办法、盖房
子、战胜大灰狼，最终原谅认
错的大灰狼，场面互动感极
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当天恰逢第六次“7 . 8”
保险公众宣传日。一入大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7 . 8”
宣传填色墙下围绕着的孩子
们。墙上大大的“7”“8”由孩
子们用彩笔填色，描绘心中
美好的同时宣传保险的正能
量。

““太太平平与与您您同同行行””22001188年年儿儿童童剧剧巡巡演演

暨暨太太平平人人寿寿烟烟台台中中心心支支公公司司客客服服节节开开幕幕

海阳开展安全讲座进企业活动
近日，一堂特殊的“特种

设备安全讲座”走进了山东
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该
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和车间设
备管理作业人员共计30余人
化身“学生”，聆听了这场讲
座。(通讯员 金鹏 纪宇)

搭建交流平台

烟台市特检院积极搭建
区域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相
互交流的沟通平台，树立学
习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典
型，努力打造辖区内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示范单位，以此
来带动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不
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通讯
员 金鹏 纪宇)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曲彦
霖 通讯员 王东风 吕宪彬)

2日，记者从烟台市住建局获
悉，一突堤综合管廊一期主体
工程于2018年7月30日完成竣工
验收，标志着中心城区第一条
高标准综合管廊工程正式建
成。据了解该项目由烟台市住
建局牵头组织，烟建集团十公
司承担施工任务，自2017年7月7
日开工，建设工期历时388天。

一突堤综合管廊工程南
起港湾大道与海港工人大道
交叉口，北至海港工人大道北
端，建设于道路西侧绿化带下
方，采用矩形断面，管廊总长

度为1 . 35km，项目总投资约
2 . 57亿元。其中，启动建设的
一期工程位于六机队路口以
北区域，长约700米，建筑面积
7710 . 1平方米。管廊净高为
2 . 6m，宽度为10 . 85m，四舱断
面，覆土深度为2 . 5m。纳入管
廊的内容包括给水、污水、燃
气、热力、10kV电力及通信管
线等，大大提升地下空间利用
水平。

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项
目工地是一片平整开阔的空
地，上面覆盖着一层绿目网。从
一平方多米大小的入口踩着梯
子进入地下时，四个用水泥砌

筑的管线舱室整齐地呈现在眼
前。据一突堤综合管廊项目经
理姜春喜介绍，10kV电力、通
信、给水布置在同一舱室，断面
尺寸为1 . 9m×2 . 6m；热力舱室
断面尺寸为3 . 6m×2 . 6m，管廊
内部满足热水管的检修、安装
等需要的空间；污水舱断面尺
寸2m×2 . 6m；燃气管道舱断面
尺寸1 .8 m×2 .6m，为天然气管
道预留DN200管位。

由于一突堤综合管廊工
程三面环海，地下水位高且受
潮汐影响水流动性强，除粉质
黏土外还有大块碎石和建筑
垃圾等地下障碍物，水下防水

施工难度很大。一突堤综合管
廊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王文
广告诉记者，降水施工是工程
面临的最大难题，也可以说是
烟台市建筑史上最难的地下
施工。此外，工程防水也是个
大问题。为此，烟台市住建局
结合项目地形特点和建设要
求，研究制定科学详细的施工
方案，通过每周召开工程调度
会、严格监督各参建主体的质
量保证体系和主体质量行为
等措施，对项目建设实施动态
化管理，及时分析研究场地搬
迁、排降水、桩基施工、边坡支
护、工程防水等难点问题，确

保项目施工顺利推进。
在创新施工技艺方面，采

取了高压旋喷止水帷幕、冲孔
灌注桩、混凝土自防水+3mm
厚自粘式防水卷材的二级防
水工程设计和施工技艺，有效
确保施工效果。

下步，将继续完善一期工
程照明、消防、通风、排水等后
续施工，视情况开展二期工程
主体施工。待完成一、二期工程
缝隙衔接后即可正式投入使
用，将进一步提升区片土地价
值、地下空间利用水平、城市环
境风貌，告别“拉链马路”的困
扰。

一突堤综合管廊一期主体工程完成竣工验收，提升地下空间利用水平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首首条条高高标标准准综综合合管管廊廊建建成成

13号家庭里

的“ 妈 妈”张 雨

霄，用爱将孩子

们抚养长大。

本报记者 杜晓

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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