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唐其海对原登记于姜义先、唐德厚名下唐德厚的不动
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玉岱路皮鞋总厂宿舍204
幢103号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28583号;土地证号：
莱国用(2006)第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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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18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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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任云峰对原登记于任宝良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
记(坐落莱阳市龙旺庄镇文翘泊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
9800261号;土地证号：莱集建(96)字第100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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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18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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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仲卫国对原登记于孙振英、仲崇恕名下仲崇恕的不动
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汉水路18号开泰华府0002
-2-101号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0087477号;土地证
号：莱国用(2015)第4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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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18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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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彭曙光、赵云对原登记于彭守增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
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昌山路097号0008幢2-101号的不动
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0043916号;土地证号：莱国用(2009)
第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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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
2018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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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挂失
●辛希洋坐落于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望市村的房产证
丢失，证号为：313212号，面积154 . 43平方米，时间2000年3
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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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振村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的房产
证丢失，证号为：9701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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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振普坐落于莱阳市照旺庄镇西五龙村的房产证丢
失，证号为：308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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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月仁坐落于莱阳市西留乡邢格庄村的土地证丢失，
证号为：莱集用(91)第120798号，面积153 . 79平方米，时间
1991年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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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古柳李家饭庄(税号370627196907140268F0)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丢失，注册时间：2016年3月31日 发证机
关：莱阳市国税局，声明作废。

●刘学功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唐家洼村的不动产权证
(土地证)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1)字第137370号，面积
154 . 31平方米，时间1991年4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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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振兴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的房产证丢失，
证号为：144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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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清算公示
烟台市新机场航站区

绿化工程现已审计、竣工移
交完毕，现进行公示，公示
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日结
束。若相关单位或个人还存
在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未付
清的情况，请被拖欠单位或
个人在公示期内持相关凭
证到青岛柏高市政园林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投诉，
投诉电话：0532-86660266 .

若未收到投诉，青岛柏
高市政园林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将在公示期满后按公
司制度办理工程项目清算
工作，过期不候。

青岛柏高市政园林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公 告
烟台莱恩机械制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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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告知书(烟社稽理告字

[2018]第066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稽核科领取通知书，

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18年10月15日

联系人：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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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告知书

公 告
烟台莱恩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社会保险提供担保

告知书(烟社稽保告字[2018]

第066号)，自公告起60日内

来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稽核科领取通知书，逾期

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

2018年10月15日

联系人：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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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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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村村里里上上班班，，挣挣钱钱顾顾家家两两不不误误””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领栖霞苹果走出“突围”路

1 . 13万亩苹果园被纳

入产业园范围

不只唐西村。去冬今春以
来，栖霞共有6个镇街39个村的
1 . 13万亩苹果园被纳入现代农
业产业园的建设范围，交由39
个村级合作社统一进行日常管
理。15日，记者在官道镇小花园
村示范园里看到，以宽行密植
技术新栽的一株株幼苗挺拔整
齐，均套有红色的防虫网，管理
人员对它们定时检查，确保苗
木成活率。目前产业园所辖苹
果园已经全部完成伐旧立新，
接下来即将开展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

建设“新模式新技术”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园区生态
循环农业，建设绿色有机优质
苹果品牌，这是栖霞积极响应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号召、扎实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2017年9月，该产业园正式获国
家农业部、财政部批准创建，中
央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方式，视
园区规划面积、园内农业人口
数量、地方财政支持情况等给
予适当支持。“我们的目标，是
要在规模化种养的基础上，通
过‘生产+加工+科技+营销’，
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创新体制
机制，建设水平较领先的现代
农业发展平台。”栖霞市相关领
导介绍。

据了解，栖霞现代农业产
业园规划以“两片四园”为核心
区，总占地面积150 . 8km2，涉及

南北两片6个镇街区、179个行
政村、38886户、108716人，将主
要发挥当地苹果产业优势，建
设苹果标准化种植园16 . 6万
亩、现代苹果精品展示园1 . 7万
亩、苹果加工与物流园2600亩
及农旅结合与文化创意园8000
亩，以此打造现代化苹果种植
管理技术及新品种研发推广示
范引领区、苹果全产业链生产
要素集聚区以及一二三产业相
互渗透、交叉重组的融合发展
区。计划到2020年，园区苹果标
准化种植面积从1 . 2万亩增加
到10万亩；新优苹果品种覆盖
率从85%增加到95%；绿色苹果
种植面积增加至18 . 3万亩；苹
果总产量由40 . 7万吨增加到50
万吨，年均增长5 . 3%。

苹果生产机械化率提

高到80%

为推动产业园顺利建设，
栖霞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
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现代农
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分管农业农
村工作副书记任主任、相关市
级领导任副主任的现代农业发
展工作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了
栖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管委
会，市镇村三级联动形成园区
创建发展合力。该园区采取“公
司+党组织+合作社+农户”的
机制运行，由公司负责统一耙
地、耕地，并提供树苗、肥料等
生产物资及进行技术管理支
持。39个村级党组织率先组建
了专业合作社，通过选举选出
了合作社理事长、监事长，负责

合作社土地流转及日常管理工
作。

据公司负责人介绍，现代
农业产业园的建设将颠覆传统
的苹果种植模式，建设过程中
重在提高苹果种植的机械化水
平，使园区苹果生产机械化率
从75 . 88%提高到80%。同时，他
们还与中国农业大学、青岛农
业大学、济南果品研究院等高
校及科研单位达成协议，将携
手针对园区标准果园机械化作
业、智能化中耕植保、病虫害预
测预报与精准防控等环节，共
同研发、推广、应用新技术、新
体系、新工艺及新装备。

为最大程度地保障果农流
转土地后的长远利益，栖霞积
极创新农民利益联结机制，坚
持多种模式为农、兴农、补农、
贴农、惠农，拓展收益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专门出台相关政
策，对老果园进行流转补助，农
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到合作社
还可实现二次分红。

产业园的建设需要大量务
工人员，这为当地果农提供了
良好的就业渠道。蛇窝泊镇石
角夼村的果农隋殿强除获得流
转土地的补贴之外，还有一份
额外的收入。从开春以来一直
在本村示范园劳动的他，每天
能拿到100多元的“工资”。谈起
产业园的建设，他高兴地说：

“在村里上班比出去打工方便
多了，离家近，也不累，将来苹
果销路也不用自己发愁，挣钱
顾家两不误，这要放在以前真
是想也不敢想。”

本报记者 范华栋 孙晓玮 通讯员 王强 言芳 海超 倩倩

20多台大型机械一天完成400余亩土地的施肥与起垄，200多名雇工在几天时间里栽植近7万棵

苹果幼苗，这样的耕种速度，让以“单户生产”方式管理了半辈子苹果园的栖霞市蛇窝泊镇唐西村的

老少爷们儿看得啧啧称奇。自从去年冬天全村120户群众签订协议，将自家果园流转到合作社成为栖

霞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园后，唐西村的苹果园一天一个新面貌。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落实电梯新检规

自去年10月1日起，新的
《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
规则——— 曳引与强制驱动
电梯》实施以来，烟台市特
检院根据新检规对电梯的
定期检验主要有两项重大
调整要求。对此，电梯检验
中心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做
到提前谋划、加强宣传、主
动对接，积极应对检规调整

变化要求。(通讯员 金鹏)
强化业务理论学习

针对电梯新检规，烟台
市特检院强化业务理论学
习，要求充分理解消化，对检
验方法进行研究调整，要求
中心检验人员务必严格按照
检规及标准要求实施检验，
确保在检验任务加重的情况
下，工作效率不打折、检验质
量不降低。(通讯员 金鹏)

市计量所：

申申请请强强制制检检定定需需注注册册备备案案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质监

局计量所获悉，社会公用计量
标准，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
用的最高计量标准，为强制检
定的计量标准。强制检定的计
量标准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
器具，统称为强制检定的计量
器具。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实行

免费检定
据了解，根据《山东省质监

局关于加强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18年1月
1日起启用山东省强检计量器具
备案管理平台，强检计量器具
使用单位或者个人、计量检定
机构、计量行政部门三方责任

更加明确，强检计量器具使用
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任是，通过

“山东省强检计量器具备案管
理平台”登记造册，报当地县
(市)级计量行政部门备案，并向
其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
期检定。(通讯员 云利 莫言

记者 秦雪丽)

现代农业产业园汉桥村工作人员正在用无人机管理监测果树长势。

通讯员供图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合作社果园正在铺设灌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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