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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刘惠玲对原登记于刘洪福、王翠香名下刘洪福
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昌山路097
号 7 幢 1 - 3 0 1 号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
00043371号;土地证号：莱国用(2009)第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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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至
2018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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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周廷民对原登记于周进兴、王玉兰名下的不动
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
的不动产，房权证号：144473号;土地证号：莱集建
(91)字第160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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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至2018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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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

挂失
●莱阳市顺达加油站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
号：370682311770号，车辆号牌鲁YC289挂(黄)，现
予以声明作废。

●李洪娟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市中村
的不动产权证丢失，房权证号为：211471号，土地
证号为：莱集建(90)字第047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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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胜利坐落于莱阳市穴坊镇泉水头村的不动
产权证丢失，房权证号为：0512116号，土地证号
为：莱集用(90)第024549号，面积163 . 02平方米，时
间1990年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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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茂刚坐落于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李格庄
村的不动产权证(房产证)丢失，面积为145 . 43平方
米，时间1992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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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通锦物资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0682MA3N28J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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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70682064387531C)的车船使用税税票不慎丢
失，票证字轨(171)鲁地证，票证号码：00757309，特
此声明作废。

●张云来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街道办事处旧店
村的不动产权证(房产证)丢失，证号为：150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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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永安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街道办事处旧店
村的不动产权证丢失，房权证号为：1505548；土地
证号为：莱集用(91)第075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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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烟台自由服装有限公

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保稽核行政处理

决定书 (烟莱人社稽理字

[2017]第001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2018年9月30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公 告
烟台颐正苑大酒店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保稽核行政处理

决定书 (烟莱人社稽理字

[2018]第001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2018年9月30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公 告
烟台柯雅尼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保稽核行政处理

决定书 (烟莱人社稽理字

[2017]第002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

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2018年9月30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

会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决定书

烟烟台台1166个个小小城城镇镇入入选选全全国国千千强强镇镇
占全省入选总数的14%，连续两年居全省第一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张业志) 记
者从烟台市住建局获悉，近日，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中
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小
城市发展指数研究所、中城国
研智库等机构发布2018年全国
综合实力千强镇名单，烟台市
龙口诸由观镇等16个镇入选名
单，占全省入选总数的14%，连
续两年居全省第一。

据介绍，烟台16个千强镇名
单中，包括龙口市诸由观镇、北
马镇，蓬莱市大辛店镇、北沟镇，
莱州市土山镇、金城镇、沙河镇，
栖霞市臧家庄镇、桃村镇，招远
市玲珑镇、辛庄镇、蚕庄镇，莱阳
市姜疃镇，海阳市辛安镇、徐家
店镇，牟平区龙泉镇。

近年来，烟台市住建局结
合烟台市实际，多措并举推动
小城镇发展，在具体工作中主

要抓了四个方面：一是强化政
策引领。编制了《烟台市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发展规划》，指导
县市区发挥小城镇比较优势，
增强小城镇的市民化载体功
能，加快小城镇发展速度。二是
增强试点带动。根据小城镇发
展定位，组织评选出11个市级
特色小镇，形成了国家、省、市
三级梯次衔接的特色小镇阵
容，小城镇产业集聚性进一步

增强。三是高标准推动小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烟台市有3
个建制镇新开工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或接入城市污水管网，全
市建制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78%。在新建设施的同时要求各
建制镇对已有污水处理设施升
级改造，确保到2020年底前，各
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应达到一级A标准或再生利用
要求。四是多渠道筹集支持资

金。2018年争取省级城镇化资
金6050万元，排名全省第一，并
协调烟台市财政局安排1500万
元专项资金支持小城镇建设。

下一步，烟台市住建局将
加大扶持力度，加快推进新生
小城市试点培育、重点示范镇
提升、特色小镇创建，支持小城
镇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完善基
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小
城镇综合实力。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牟牟平平支支行行举举办办政政银银企企对对接接会会
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为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深化合作助力企业发
展，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健康快
速发展，近日，恒丰银行牟平支
行在牟平区金融办、人民银行
烟台市牟平区支行的支持下，
举办了牟平区政银企合作对接
会。牟平区级有关领导，区相关
部门领导，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相关部门及牟平支行负责人及
22家中小微企业负责人等参
会。

此次政银企对接会，以服
务中小微企业为宗旨，促进小
微企业加深对银行业务及金融
产品的了解，企业代表们纷纷
表示，会后将结合自身实际，寻
求合适的融资需求方案，与恒
丰银行牟平支行共同探索企业
发展的新模式。此次对接会加
深了与会三方的互信与了解，
为推动银企共赢发展奠定了基

础。
会上，牟平支行主要负责

人介绍了支行近年来的发展及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情况，并表
示会加大对当地重点项目和企
业的金融扶持力度，努力为企
业提供更全面、更贴合实际的
金融产品和服务，切实为企业
排忧解难。支行业务部门经理
详细介绍了最新信贷政策和金
融产品，特别是针对普惠金融
及MPA业务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讲解。

会议现场气氛活跃，企业
家们踊跃发言，并围绕企业融
资需求及对政府部门支持实体
经济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互动交
流。会上，恒丰银行牟平支行分
别与恒邦集团、牟金矿业签订
了银企合作意向书。

据了解，恒丰银行烟台分
行始终坚持立足区域、服务实

体的理念，积极参与搭建银企
合作交流平台，了解企业所需，
努力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更贴
合实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所
辖牟平支行更是积极对接政府
及企业金融需求，全力抓好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有利时
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近年
来，支行累计投放贷款共计60余
亿元。

此次对接会的召开，为
政府、银行与地方企业搭建
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受到当
地企业的欢迎与支持。牟平
支行主要负责人表示，支行
将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以
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为己任，
加 大 中 小 微 客 户 的 拓 展 力
度，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持续稳定发展。(通讯员 薛
瑞 记者 秦雪丽)

“脱贫路上看烟台”行动第四站——— 海阳市

上上马马山山村村““第第一一书书记记””助助脱脱贫贫 驻驻村村更更要要驻驻心心
本报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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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扶贫办组
织开展“脱贫路上看烟台”媒体
行活动，记者随活动走进第四
站海阳市徐家店镇上马山村。

该村由烟台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派的“第一书记”张坤驻村
开展工作。驻村工作开展以来，
他立足增强“造血”功能，重点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及激活村
集体收入等方面统筹资源，积
极探索有效捷径。

规范制度，发挥党员模范
带头作用。凡是涉及村集体的
事，村两委成员都要广泛征求
村民意见。同时，在扶贫工作
上，积极引导党员干部带头认
领贫困户，捐款捐物，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拉近与群众之
间的感情，为村内各项建设工

程的快速推进奠定了基础。
统筹资源，建设富饶美丽

乡村。抓住海阳市支持建设美
丽乡村的契机，下大力气推动
各项工程建设。积极向上筹措
资金，分两批次争取100万元专
项资金到账专户，推进村塘坝
扩容防渗项目、美丽乡村建设
工程、智慧现代农业项目等村
级三项重点工程的开展。

上下联动，多层面开展产业

扶贫。上马山村“第一书记”张坤
着眼海阳市产业发展，努力通过
产业振兴破解扶贫工作瓶颈。积
极联系国家级智库专家团，亲临
海阳观摩调研并座谈，为海阳市
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分别到海阳
市亚琦服装及徐家店镇金奥冶
炼等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助力海
阳市培育成长型、潜力型企业；
抓住青岛市区扩容、周边民营企
业外迁的机遇，积极联系青岛企

业家到徐家店镇考察调研2次，
招商引资工作发展有序展开。

“下一步将根据村内塘坝
蓄水的实际情况，支援部分鲫
鱼、鲤鱼等鱼苗，大胆尝试发展
水产养殖业，为下一步向‘农家
乐’发展打下基础。”上马山村

“第一书记”张坤说，将广泛征
求意见，用好扶持资金，大力发
展智慧农业，提升村民收入，助
力脱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福福山山大大力力发发展展村村级级集集体体经经济济
共享产业脱贫“快车”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和支撑，是脱贫攻坚的重要
依托，福山区以产业扶贫为

“主渠道”，精准施策、精准发
力，探索建立“一村一品”扶
贫产业融合发展新机制，不
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厚植村居“造血”能力，全力
提高贫困户经济收益和幸福
指数。截至目前，全区已有近
200户贫困户搭上产业脱贫快
车，实现脱贫，摘掉“穷帽”。

以福山区肖家村为例，
该村是福山区市级扶贫工作
重点村，也是区委组织部扶
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后进
村”，由于村子位置偏远、交
通闭塞，没有主导产业，发展
一直很落后。直到2016年脱贫
攻坚工作开展，大量扶贫资
金精准投入，为肖家村的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村
里60周岁以上的贫困户占到
了90%以上，缺乏劳动能力，

制约了他们的脱贫进程，因
此提升发展动力、摆脱劳动
力不足的限制是肖家村脱贫
攻坚的当务之急。

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村
集体群策群力、主动担当、大
胆创新，决定整合现有资源，
投资建设苗木培育基地，由
村居代贫困户实施发展，贫
困户每年从苗木基地分红。
在此基础上，又引进以苗木
种植和销售为主的绿丰大樱
桃专业合作社，为基地提供
最优质的樱桃苗木、最先进
的技术指导和大量的订单收
购企业，创建起肖家村特色
的大樱桃“绿丰”品牌，产品
价值比以往翻了好几翻，贫
困户的经济收入得到大幅提
升。2018年上半年，苗木基地
实现销售收入32万元，贫困户
分红达到2000元以上。

(通讯员 李世波 记者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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