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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公告
●姜志斌对原登记于姜国南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
承登记 (坐落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望市村的不动
产，房权证号：莱字第G0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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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至2018年10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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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余宏伟对原登记于余伟德、余宏伟名下余伟德的
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文化路65号院0005-1-
202号，证号为：鲁(2018)莱阳市不动产权第000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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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2 0日至2 0 1 8年1 0月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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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张晓明对原登记于张会民、尉淑玲名下的不动产
权申请继承登记 (坐落莱阳市古城路78号昕泰家园
0 0 0 5 - 3 - 1 0 2 号 的 不 动 产 ， 房 权 证 号 ： 莱 字 第
00066023号 ;土地证号：莱国用(2011)第6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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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至
2018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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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贺敏荣对原登记于张里代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
承登记 (坐落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的不
动产，房权证号：206054号 ;土地证号：莱集建(91)
字第131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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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至2018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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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
减资公告

烟台众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烟台众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MA3MQBR14W)经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
本，由原贰仟万元整减少到伍拾万元，请相关债务
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做申报
债权。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 姜 月 连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 营 运 证 号 ：
370682316012号，车辆号牌鲁YC5612(黄)，现予以
声明作废。
●莱阳市柏林庄解伟养生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0682MA3ELAMR80)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
失，声明作废。
●莱阳市顺盛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
失，营运证号： 3 7 0 6 8 2 3 1 4 1 6 9号，车辆号牌鲁
YC2349(黄) ;营运证号：370682314170号，车辆号牌
鲁YC980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刘
丹 通讯员 徐晓) “随着烟
台市城市发展，市区需水量日
益增加，对水质水压的要求也
不断提高。在提升供水保障能
力、满足市区供水需求方面，烟
台市采取了哪些措施？”近日，
在“局长信箱”中，有市民向市
城管局提出如此疑问。记者与
市城管局联系后，该局工作人
员表示，今年以来，围绕提升市
区供水能力、改善城市供水水
质，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启动实
施了宫家岛水厂深度处理系统
建设、门楼水库至莱山水厂输

水管道建设、观海路加压站、黄
务加压站、通世南路御龙山高
位水池等7项重点工程建设，夯
实市区供水基础，满足烟台市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宫家岛水厂是市区主要的
自来水生产厂，为实现供水水
质净化提升，市自来水有限公
司启动实施了水质提升改造深
度处理工程，在宫家岛水厂建
设深度处理工艺，日处理能力8
万立方米，工程预计2020年建
成，投运后将有效提高城市公
共饮用水质量和水平。

莱山水厂及配套门楼水库

提升泵站建设完成后，原计划
利用胶东调水管道向水厂供源
水，因近几年烟台、威海特别是
威海市严重干旱缺水，胶东调
水管道一直在向威海市供水，
导致莱山水厂无法运行通水。
为尽快启用莱山水厂，市自来
水有限公司从配套建成的门楼
水库提升泵站向莱山水厂新建
一条DN1400mm源水管道，管
线全长约24公里，计划日输送
源水10万立方米给莱山水厂，
工程预计2019年建成投运，将
有效确保莱山区、高新区并兼
顾芝罘区、牟平区的供水需求。

随着市区开发建设速度加
快，供水人口迅速增加，区域供
水量也随之增长，供水压力增
大。为增加惠安、塔山、鲁东大
学和青年南路周边等特高压供
水区域的供水调节能力，市自
来水有限公司在通世南路惠安
隧道处山上新建一座高位水
池；为满足向莱山区及市区南
部区域调节水量的需要，在黄
务加压站南侧新建一座容积
4000立方米的清水池；为解决
一中加压站的供水安全问题，
缓解二马路供水主管道的供水
压力，在观海路西侧建设一座

加压站，并于梁家村附近建设
一座与之配套的高位清水池。
同时，实施西牟水厂机电设备
改造工程，对水厂内高耗能、国
家明令淘汰的机电设备、配电
设备进行改造，并增打水源井；
实施原有供水管网增设消火栓
工程，在市区原有供水管网增
设消火栓300个及配套阀门、井
室等，确保城市消防安全。

目前，这7项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全部建成
后，将为烟台市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发挥重要的保障作
用。

烟烟台台启启动动77项项重重点点供供水水工工程程建建设设
宫家岛水质提升工程2020年建成，届时日处理能力8万立方米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焦
兰清) 18日，记者从山东佳恒
拍卖有限公司得知，牟平区企
事业单位公车改革取消车辆拍
卖会定于2018年9月27日上午9:
00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平台举办，品牌类型有：帕萨
特、金杯、江淮、别克、三菱、长
安等轿车、越野车、面包车、客
车，铲车、叉车等，共90辆。最高
价4 . 5万元，便宜的不到千元。

烟台市企事业单位公车改
革取消车辆处置正式开始，牟
平区率先打响了此次公车拍卖
的第一炮，首场公车拍卖将于9
月27日上午9点以网络竞价的
方式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

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此次
拍卖的公车，车型有帕萨特、金
杯、江淮、别克、三菱、长安等轿
车、越野车、面包车、客车，铲
车、叉车等，共90辆。目前拍卖
的公车已经集中停放在大窑街
道办事处开始展示，市民可自
行前往查看，每辆车上都张贴
着车辆信息展示表，标示了拍
卖车辆的年限、行驶里程等一
些相关信息。据山东佳恒拍卖
有限公司孙红丽总经理介绍，
拍卖车辆的价格均为评估公司
鉴定评估的价格，价格均低于
市场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车
辆的起拍价大概在 2 0 0元到
45000元之间不等，公务用车的

保养情况相比较二手车市场的
车辆有优势，而且车辆手续齐
全，产权清晰，没有纠纷，市民
可放心购买。有意参加本次公
车拍卖的市民可于2018年9月26
日上午11点前向山东佳恒拍卖
有限公司交纳竞买保证金(1万
元/辆，多买多交)，并携带身份
证明到山东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详情请拨
打6618302。

报名登记截止时间：9月26
日上午 1 1 : 0 0 。电话：0 5 3 5 -
6618302、6618293。报名地址：烟
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67号9F/牟
平区恒邦汽车销售维修中心院
内西北角3号屋。

本报9月19日讯(记者 孙
晓玮 通讯员 李世波) 为
宣传烟台市脱贫攻坚亮点工
作、典型做法，烟台市扶贫办
近日组织开展“脱贫路上看烟
台”媒体行活动。9月7日，记者
随活动走进第三站牟平区。

7日上午，记者来到牟平
区石沟-小宅村联合建设光伏
项目现场。牟平区扶贫办刘主
任告诉记者，“2016年以来，牟
平先后在水道镇、玉林店镇、
高陵镇、观水镇、王格庄镇的
46个省定扶贫重点村和6个市
级扶贫重点村，分布实施了51
个村级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和2个镇级发电项目。

据了解，今年1月，牟平区
启动光伏扶贫公益专岗设立
工作，对设岗必要性、目的、原
则、职责、待遇、考核等方面提
出了规范要求。牟平区以光伏
扶贫项目公益专岗设立为带
动，着力推进家政服务、村务
服务、村庄善治及产业辅助等
四大类扶贫公益专岗设置工
作。

“扶贫公益专岗的工作人
员都是从有一定劳动能力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拔出来。
就像这个光伏运维员，每年能
有1200元的收入，可以看作是
贫困户的额外收入。除此之
外，光伏扶贫项目的收益优先
向受益贫困户分配，再加上区
里其他的一些政策补贴，像扶
贫生产贷、富民农户贷、扶贫
产业贷、畜牧平台带动等项
目，一个贫困户每年最多可以
享受6000余元的补贴。”牟平
扶贫办刘主任说。

牟平区统一部署，对51个
扶贫光伏项目村筛选确定了
60名专岗运维员，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包括建档立卡贫困
户子女)占比达53 . 3%，基本达
到了扶贫项目贫困户管理、扶
贫项目收益主要带动贫困户
增收的目的。

记者在光伏项目现场看
到83岁王善芝老人正在巡逻，
他告诉记者，“他是牟平区玉
林店镇石沟村村民，作为光伏
运维员，他一天的任务主要是
巡检1-2次，若发现光伏项目
有故障时便需要及时联系项
目负责人。这个工作每个月可
以拿100块钱，对于他一个老
人来说足够了。”光伏运维员
是牟平区依托光伏扶贫发电
项目设置的扶贫公益专岗，为
贫困群众就近就业开辟了新
途径。在牟平，像王善芝这样
的运维员共有60名，负责全区
53个光伏扶贫项目巡检和简
单维护。

同时，扶贫光伏项目运维
质保企业专家对光伏扶贫公
益专岗运维员进行了光伏项
目仪表判读、故障显示与排
查、设备清洗与维护等运维基
本技能知识现场教学培训，有
效提升了扶贫光伏项目运维
员的业务能力，为进一步提高
村级分布式光伏电站发电效
能和确保光伏项目长久、持
续、稳定取得项目收益奠定了
坚实基础。

“其实不仅贫困户受益，
项目产权属于村集体，剩下的
钱再给村里搞集体经济，修
路、建自来水、办公场所修缮
等，村子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截至目前，牟平区扶贫光伏发
电项目全部实现并网发电，预
计年收益将达300万元左右，
为全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了强有力的保障。

企企事事业业单单位位公公车车改改革革取取消消车车辆辆处处置置开开始始
首场共90辆车，27日在牟平开拍 “脱贫路上看烟台”行动第三站——— 牟平区

集集中中发发展展光光伏伏发发电电产产业业 推推进进精精准准扶扶贫贫

“护士请帮我挂一个专家
会诊号！”“今天名额已满，预
约明天的行吗？”在第17届烟
台男性健康节活动现场烟台
新安男科医院，排满了前来就
诊的男性市民。据了解，其中
不少人都是冲着北京男科专
家会诊而来。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
长赵万友说，自第17届烟台男
性健康节开幕以来，就诊的患
者比平时增加了二三成。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业务院
长赵万友教授指出，本届烟台
男性健康节特邀北京协和医院

原泌尿外科主任臧美孚教授，
北京301医院原泌尿外科主任、

“中国激光治疗前列腺增生手
术第一人”曾祥福教授，“龙氏
阴茎延长术”创始人、享有“龙
一刀”美誉的龙道畴教授，美国
性学委员会会员、有“中国性学
第一人”之称的马晓年教授等
国内知名男科泰斗与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十余位临床经验都在
10年以上的男科主任一起组成
本届烟台男性健康节的会诊
团，对疑难性和顽固性男科疾
病进行免费会诊。

于此同时，原价290元的

前列腺检查、原价305元的包
皮包茎检查、原价535元的性
功能检查、原价455元的生殖
感染检查、原价230元的男性
不育症检查等五大类男科疾
病检查，健康节期间一共只需
69元，英国科特前列腺核磁清
腺系统、龙氏阴茎延长增粗
术、治疗阳痿的TP性细胞激
活术、美国普利希特性功能康
复疗法、第二代脱细胞生物补
片延时增粗技术等代表当前
治疗水平的尖端技术，最高援
助 1 0 0 0 元 . 详 情 可 咨 询 ：
2996666。

第第1177届届烟烟台台男男性性健健康康节节在在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举举行行
京烟男科专家会诊引发男士看病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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