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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出租

大莱山莱院路，厂房一
幢，土地面积3800平，
厂房面积2000多平，两
证齐全，可过户，现出
让，1 5 9 5 4 5 0 4 6 6 8 ，
1 3 3 5 6 9 2 9 1 1 1

投资贷款

王大姐专业征婚19年
会员万人，成功率高，
保成。电话：6 1 5 0 3 4 5
地址：大海阳立交桥
桥下往北 1 0米路东

征 婚

女，45，本，离，165，财务，
车房全，年轻美丽。
女，52，丧，164，退，车房
全，品貌兼优。6257804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皮络排毒疗法治牛皮癣
不吃药，不打针，纯中药，不复发，
不留黑印，红印，愈后和正常皮肤
一样，免费体验，无效退款。湿疹，
青春痘，手足癣7-10天看到明显
效果。需要请联系王丽梅大夫。
咨询电话：13953525778(微信电话同步)
地址：烟台芝罘区只楚小沙埠卫生所

招聘信息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商业信息

蛤缝纫活计件加工日结账15063830005

处理多种锅炉
及 制 造 设 备
13505358061

招聘内科医生
市内某医院急需招聘内科

医生几名，离退休人员也可

以，上班时间比较自由，工

资面谈。联系电话：6210838

高薪诚聘护士
支农里社区医院诚聘护士5名，档案管理
员1名，药学1名，要求：女性，有护士资
格证书者优先录用，签合同交五险，免
费住宿，工资2600一3500元，干三天休
一天，电话13963813166 13723977731。

每天喝一口

健康又长寿
人参汇天地之灵

气，集日月之精华，自
古为皇家专享，其尊贵
地位从未动摇，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称人参
为“神草”。现优惠销
售：同余堂人参养元液
580元/1800克同余堂人
参精华膏480元/250克。

凡购买任何一款
商品，均赠送“延年堂”
养生馆200元储值卡一
张。另：诚征市级代理
商合作。

地址：芝罘区金沟
寨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
319室

联系电话：0535-
6272328 李先生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10月10
日10:00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平台(http ://paimai .caa123 .org .cn)
公开拍卖位于栖霞市桃村镇北的房地
产，具体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位于栖霞市桃村镇
振兴路东军粮供应站西A段南第 1
号，建筑面积699 . 75平方米，国有出
让土地使用权面积292 . 20平方米，用
途为商业用地，两证齐全。竞买保证
金30万元(人民币)。

展示时间和地点：自公告之日起，
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竞买登记：竞买人应在2018年10月
9日16:00时前(到帐为准)将保证金缴至
我公司帐户(户名：山东正和拍卖有限
公司，开户行：烟台银行毓璜顶支行，
帐号：04530120100000382)，同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自行进行网络
平台注册及申请参拍，方可取得竞买
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咨询电话：0535-6203248
公司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红旗东

路18号台湾村43号楼101
公众号:正和拍卖在线(zhh-pm)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30日

沿街旺铺出售
烟台莱山区南山世纪华庭沿街商铺2
套，均为251平，总价703万，位于烟大
文经学院对面，核心商圈，证件齐全。
联系人 :王先生，13869102652；详见网
址：h t tp : / /www.sdcq jy .com/p ro/?
540d88bb44c14a6aae392ed89f29d357；
http://www.qingsuanchongzu.com/。

租 售

福山区福海路网点房、空
置现房，适合办公、医院、
餐饮、健身、娱乐、仓储等。
电话：2132179 4001850019

开开发发区区强强化化省省市市贫贫困困村村帮帮扶扶力力度度
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 烟台开发区高度
重视省市贫困村整体发展，立
足各贫困村实际，通过实地调
研走访，了解制约村居发展的
实际困难，确定结对帮扶单位，
制定有针对性、合理的提档升
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整体计划，
多措并举，强抓计划落实，切实
增加村集体收入和贫困户收
入，助力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
持续脱贫。

今年以来，烟台开发区工
委加大6个省定贫困村、2个市
级重点村基础设施投入，提升
村居硬件设施，奠定村居发展
基础。先后投入近90万元，完成
了6个省定贫困村道路硬化工
作，硬化道路12000平方米。投
入省级补助资金18万元完成了
省定贫困村公交站点的改造升
级。探索“交通+扶贫+乡村旅
游”发展新模式，为促进潮水镇

马家沟村生态旅游景区等村居
旅游资源发展，开通了天马客
运站到马家沟景区公交专线。

大力提升村居软环境建设。
烟台开发区潮水镇组织开展大
环境整治工作，重点提升贫困村
环境整治工作，提升群众生活质
量。严格按照“五无”要求，即无
暴露性垃圾和卫生死角、无乱堆
乱放、无污水横流、无杂草垃圾、
无随意焚烧开展整治。

提升文化生活质量。潮水
镇党委协调职能部门，进购各
类图书13000余册，价值20余万
元，并将所有书籍配送到潮水
镇6个省定贫困村和2个市级贫
困村，极大缓解了贫困村和贫
困户文化扶贫的需求。向8个省
市贫困村发放17个音箱，帮助
成立10支文艺表演队，送戏下
乡12场次。通过政府采购招标
电影公司为贫困村送电影70场

次，方便8个贫困村的百姓在家
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9月初，烟台开发区出台了
《关于开展新一轮部门结对共建
促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方案》，
通过部门结对帮扶，助力贫困村
发展。全区直属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有关驻区单位共49个部门，
结对共建潮水镇36个村，其中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村居共30个，占
比83%。 通讯员 李世波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孙淑
玉 通讯员 陈展鹏 ) 近日，

“2018烟台中医药国际高端学术
论坛”暨“石学敏院士烟台工作
站”“刘嘉湘国医大师烟台传承
工作室”揭牌仪式在烟台东山宾
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全省中
医学界的众多代表前来参加。

“本次会议恰逢烟台市中医
医院建院60周年之际，而且‘石
学敏院士烟台工作站’与‘刘嘉
湘国医大师烟台传承工作室’纷
纷落户烟台，这无疑是喜上加
喜。”全国首批百名名中医、山东
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新陆
告诉记者，烟台市中医医院肯定
能够充分利用好院士工作站、国
医大师传承工作室的优势资源，
进一步提升医院技术实力和服

务能力，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优
质的医疗服务。

多年来，烟台市中医医院致
力于“师古创新”“思经演知”，全
力实施精品工程的发展战略。现
已拥有国家、省市级重点专科10
余个，创建国家级、省级名老中
医工作室5个，省级以上师承指
导老师19名。被授予“全国卫生
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文化建
设示范医院”。

烟台市中医医院院长刘云
鹏表示，感谢石学敏院士、刘嘉
湘大师选择烟台、选择烟台市中
医医院作为两位的学术思想传
承点，今后，无论是在对疾病诊
断还是治疗，特别是在学术研究
和学术思想传承方面，必将结出
丰厚的果实。

22001188烟烟台台中中医医药药国国际际高高端端学学术术论论坛坛举举行行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陈展鹏) 近
日，烟台市中医医院分别与墨
西哥蒂华纳西医总院、墨西哥
州立大学、墨西哥中医药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就医疗、教育、
科研、技术等多领域达成合作
共识，并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
建立起更全面、更长期的战略
合作关系，为中医药文化走向
全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此次烟台市中医医院与
墨西哥蒂华纳西医总院、墨西
哥州立大学、墨西哥中医药大
学等三所知名院校携手合作，
对推进烟台市中医药人才队
伍建设，扩大中医药国际合作
交流，促进烟台市中医药事业

传承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烟台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工委委员、副调研员
陈立表示，本次签约也恰逢烟
台市中医医院建院60周年之
际，医院以此为契机，再接再
厉，进一步深化改革。

“墨西哥州立大学是墨西
哥政府所属的公立大学，早在
2014年，就与医院缔结了友好
合作关系。过去三年，双方在
学术科研及人才培养方面均
实现深度合作，为32名墨西哥
州立大学学生提供了实习带
教培训，医院也选送3名医生
前往墨西哥讲学交流，为下一
步继续合作打下根基。”烟台
市中医医院院长刘云鹏介绍。

烟烟台台市市中中医医医医院院与与墨墨西西哥哥33所所院院校校签签署署协协议议

公告
●杨九波对原登记于杨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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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8499号;土地
证号：莱集用(2012)第030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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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至2018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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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赵希军、于传芬对原登记于嵇相欣、王淑香名下的不动产权申
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河洛镇赵家埠子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
144662号;土地证号：莱集建(91)字第143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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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2018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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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周永光对原登记于周殿金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
阳市河洛镇泊麦口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142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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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2018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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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宫向东对原登记于宫洪起、宋淑娥名下宋淑娥的不动产权申请
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东关村的不动产，房权证
号：212256号;土地证号：莱集建(94)字第020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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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2018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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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挂失
●赵建洪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赵家埠子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
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1)字第143094号，面积142 . 03平方米，时
间1991年1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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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相欣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赵家埠子村的不动产权证(房产证)
丢失，证号为：144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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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武波、王桂兰购买的坐落于莱阳市旌旗东路58号嶺秀城C0046
-3-401号房产的预告登记证明丢失，证号为20130873号，现登报声
明该预告登记证明作废。
●王振轻坐落于莱阳市西留乡东王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
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119390号，面积100 . 01平方米，时
间1990年9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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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培如坐落于莱阳市西留乡东王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
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119431号，面积119 . 81平方米，时
间1990年9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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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宾坐落于莱阳市西留乡东王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证)
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119456号，面积197 . 72平方米，时
间1990年9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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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 花 饮 料 加 工 厂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 营 运 证 号 ：
370682215530号，车辆号牌鲁YC7178(黄)；营运证号：370682906821
号，车辆号牌鲁Y7178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刘温平坐落于莱阳市躬家庄乡东躬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1)字第064431号，面积158 . 2平方米，
时间1991年7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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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平坐落于莱阳市躬家庄乡东躬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064441号，面积112 . 54平方米，
时间1990年12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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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理坐落于莱阳市躬家庄乡东躬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064506号，面积108 . 9平方米，
时间1990年12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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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理坐落于莱阳市躬家庄乡东躬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064512号，面积171 . 76平方米，
时间1990年12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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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波坐落于莱阳市躬家庄乡东躬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064594号，面积173 . 74平方米，
时间1990年12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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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飞的道路经营许可证不慎丢失，证号为：370682215400，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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