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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挂失
●谢俊晓对原登记于谢科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
阳市河洛镇沐浴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建字第200400537号;土
地证号：莱集用(2004)第120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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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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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吕玮静对原登记于吕仁来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穴坊镇吕家滩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0500422号;土地证号：
莱集建(91)字第029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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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2018
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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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李永杰对原登记于李守国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吕格庄镇大梁子口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310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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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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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李永良对原登记于李守国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吕格庄镇大梁子口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210307号;土地证
号：莱集建(90)字第0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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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
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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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李永良对原登记于姜翠娥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吕格庄镇大梁子口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1600298号;土地
证号：莱集用(2015)第084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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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
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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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刘玉杰对原登记于刘文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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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后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202242号;土
地证号：莱集建(90)字第7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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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
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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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嵇少莎、张俊彦到莱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
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房屋坐落：旌阳路062号一中宿舍0004-3-
502号，房产证号：莱字第00089987号，权属性质：私有，用途：住宅，
建筑面积：81 . 27平方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已
过户，第一手房主尉立新、王榕联系不到本人，现对此情况予以公
告，若对公告的权利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15个工作日内到莱

阳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莱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将依法准予登记。2018年11月13日
●刘培芝对原登记于韩玉坤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冯格庄乡大青埠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1500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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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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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孙秀珍对原登记于王仁太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柏林庄镇陡山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建字第200400905
号;土地证号：莱集用(2006)第110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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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3日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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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孙秀珍对原登记于王仁太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
莱阳市柏林庄镇陡山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建字第201003709
号;土地证号：莱集用(2010)第110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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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3日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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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吕品对原登记于吕兰欣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
阳市冯格庄街道办事处董家庄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1508365号;
土地证号：莱集建(90)第079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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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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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单明华对原登记于单明华、戴宗诚名下戴宗诚的不动产权申请
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昌山路097号0013幢1-202号的不动产，房权
证号莱字第00043855号;土地证号莱国用(2009)第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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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至2018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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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
●莱阳市鸿运煤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827710332739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办理相关债权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2018
年11月13日
●栾建成(男，身份证号码：37062719590511503X)不慎将残疾证遗
失，证号：鲁军035584号，特此声明。
●李学文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13号，面积320 . 84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进华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16号，面积522 . 93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全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失，
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18号，面积137 . 76平方米，时间1990年8月
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董洪福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20号，面积137 . 60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李洪喜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29号，面积164 . 39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叶中宾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35号，面积156 . 46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进权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57号，面积292 . 03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吕东氏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63号，面积178 . 5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建德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74号，面积158 . 02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建才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95号，面积139 . 52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张立堂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98号，面积146 . 12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董秀江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101号，面积117 . 74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吕世芳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03号，面积146 . 38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芳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失，
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07号，面积114 . 92平方米，时间1990年8月
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董洪林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10号，面积169 . 01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秀峰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23号，面积153 . 27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东旭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25号，面积144 . 37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董秀芳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30号，面积111 . 47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吕兰杰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34号，面积104 . 55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王学利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丢失，房
权证号为：1508387号；土地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54号，面积
156 . 09平方米，时间1990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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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同林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68号，面积197 . 4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进臣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69号，面积197 . 4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吕洪胜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76号，面积243 . 23平方米，时间1990年
8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
废。
●吕世功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81号，面积121 . 89平方米，时间1990年
8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
废。
●董梅安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84号，面积152 . 99平方米，时间1990年
8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
废。
●吕仁明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8990号，面积162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曲纯成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002号，面积120 . 9平方米，时间1990年8
月14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
●吕兰生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
失，证号为：莱集用(90)第079110号，面积254 . 45平方米，时间1990年
8月10日，现登报声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
废。
●曲月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乡董家庄村的房产证丢失，证号为：
15082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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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佳东坐落于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姜家泊村村的房产证丢
失，证号为：0307779号，面积153 .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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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廷福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神山后村的土地证丢失，证号为：
莱集用(90)第049954号，面积137 . 81平方米，时间1990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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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炳君坐落于莱阳市古柳街道办事处姜家庄村的土地证丢失，
证号：莱集用(2012)第030039号，面积216 . 38平方米，时间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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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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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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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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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肖强，于2018年7

月14日在国美电器幸福店

购买小天鹅洗衣机TG100

-1422WDG一台，售价2000

元，发票号码38761852，因

个人原因发票遗失，特此

登报证明。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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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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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租售

芝罘区希尔顿酒
店楼下，抵账写
字楼7366元\㎡
电话：13365456064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徐忠 江雨
婷) 一个从某平台代购的日
本anello双肩背包，价格大约为
4000日元；烟台消费者如果从
日本购买，加运费大约需要人
民币300元左右。由于这款背包
销售火爆，有的商家打起如意
算盘，仿冒制作出了一些类似
商品投放市场。12日，记者从烟
台市公安局获悉，2018年7月25
日，山东省莱阳市公安局经侦
大队接到匿名举报，当地某某

皮 革 公 司 生 产 、销 售 假 冒
“ane l lo”背包。这条模糊的线
索，经过办案民警深度经营，最
终将深藏不露的制假窝点成功
捣毁。

莱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接
到匿名举报后，组织民警展开
摸排。由于该皮革公司的工商
登记地址在莱阳城区旌山路北
侧，没有标注详细地址。因此办
案民警到实地查看时，并没看
到悬挂该皮革公司牌子的地
方，于是又对旌山路段所有的

单位进行仔细甄别，最终在这
条路尽头发现有家电动门紧闭
的工厂，门口没挂牌照，大门两
侧只写着不起眼的“预防为主”

“安全生产”标语，遂将此处作
为重点排查对象。

经过几天蹲守，8月3日早
上7时许，民警发现该公司老总
张某某的车开出了公司，便将
其车辆逼停。

民警在该皮革公司现场展
开了查账、清点、扣押等相关工
作。最终核实，张某某从2018年

2月开始，在未取得“anello”权
利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莱
阳、青岛等地非法印制商标，以
生产其自有品牌和取得授权的
箱包为掩护，组织人员大批量
仿制“anello”背包，并通过线上
以及线下渠道，先后将假冒产
品销往广东、浙江、安徽、山东、
上海等10多个省市，涉案金额
达2100余万元。办案民警从现
场 搜 到 尚 未 出 售 的 假 冒

“anello”背包5 . 2万余个，假冒
“anello”商标标识8 . 9万余个。

半年时间，张某某通过网
络平台销售了4 . 9万个“anello”
背包。这些假冒产品与正品相
比，其价格几乎是正品的十分
之一。“anello”的代理商表示，
张某某生产的假冒背包，拉链
颜色与正品虽有明显不同，但
在一般消费群体中仍会以假乱
真。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因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已
被莱阳市公安局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莱莱阳阳城城郊郊小小巷巷造造出出假假名名牌牌背背包包
莱阳警方端掉一制假售假窝点，破获价值2100余万假冒商品案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刘丹
通讯员 李世波) 莱州市郭家店镇
元岭村为烟台市扶贫工作重点村，今
年在帮包单位、扶贫办、各级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村庄流转贫困户土
地40余亩，种植了由“第一书记”引进
烟台农科院选育的优良品种“烟署
25”红薯，从深耕起垄、插秧浇水到除
草收获，“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始终忙
碌在田间地头，近日地瓜喜获丰收。

元岭村的地瓜，按照合作社统
一规范生产并达到安全标准，统一

包装销售，在地瓜种植、收获、包装、
运输环节中，选择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参与务工，获取劳动报酬，合作
社每销售一盒地瓜，即可为贫困户
增加0 . 3元-0 . 5元钱的收入。目前贫
困户通过流转土地、劳动报酬和销
售等环节人均增收200余元。

郭家店镇元岭村依托有利地
形，因地制宜发展脱贫产业项目，积
极探索，建立健全产业精准扶贫利
益联结机制，帮助贫困户稳定获得
收益，助力脱贫攻坚。

善于整合高端资源为客户提供增
值服务的太平人寿，已开始将其颇受客
户好评的智慧“共享”服务推向新的层
次，更精细、更聚焦。11月4日、5日，太平
人寿联手长江商学院举办了一场面向
实业企业家的高端知识分享论坛，交流
内容紧扣时代特性，聚焦实业经济发
展，将智慧“共享”做到极致，做到企业
家心坎上。

除了通过保险产品，帮助客户抵御
风险，构建安全、富裕、健康生活环境外，
提供高层次的知识“共享”，助力客户提
升软实力，也是公司与客户一起实现“共
享太平”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这也是太
平人寿连续多年携手国内顶级商学院，

持续为客户提供高端知识讲座的初衷。
此次论坛以“智汇浦江 共享太平”

为主题，太平人寿特邀长江商学院创办
院长项兵博士，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从企业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原创思想出
发，探索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路径与模式，
为中国企业家应对全球化发展，提供新
视野、新思维与新对策。

参与此次活动的太平人寿逾百名高
端客户，均为实业领域精英，对于太平人
寿这种智慧“共享”的增值服务模式，均
表示充分的认可和欢迎。太平人寿也希
望，借助此次活动为实业企业家们在经
济大变革时代找到应变之道和发展转型
的新蓝海。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联联手手长长江江商商学学院院举举办办高高端端论论坛坛
与与实实业业企企业业家家““共共享享””发发展展智智慧慧

扶扶贫贫重重点点村村的的地地瓜瓜丰丰收收了了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周喆) 观全球大局，论财富
之道。11月10日上午,招商银行烟台分
行在正海大厦成功举办了2018年四季
度投资策略会暨财务规划体验日活
动，让客户在风起云涌的市场变化
中，掌握当下的市场走势和投资策
略，做好2018年的资产配置计划。200
多名客户到场参加，现场气氛热烈。

据了解，金葵花投资策略报告
会是为客户带来前瞻且全面的投资
策略，帮助客户迎接市场变化、掌握
投资契机的活动。会上，招商银行总
行首席财富顾问郑致芬女士为客户
带来了2018四季度金葵花季度策略
观点的解读，并从境内外市场总览
与分析、为何多数人难获利以及如
何善用财务规划延续品质生活等几
方面做了深度的剖析。招商银行烟
台分行财富顾问侯剑先生为大家介
绍了招商银行财务规划服务体系。
随后，招商银行烟台分行设置了财
务规划深度体验区，分别设有子女
教育、退休养老规划及财富信托等
小型沙龙，客户可根据自身需求选

择相应体验区，倾听专业顾问的详
细规划服务。

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王智华副行
长表示，当天除了为客户进行投资
策略的专业解读外，也是招商银行
烟台分行金葵花财务规划服务体系
的发布日。秉承“因势而变，因您而
变”的理念，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依
托专业的财富管理经验和强大的金
融科技支持，招商银行今年在业内
率先推出了“金葵花财务规划”服务
体系，旨在为我们的客户量身定制
个性化的投资、子女教育、养老保
障、投融资一体化、金葵花财富信托
等方案，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智能规划。

未来，招商银行烟台分行还将
继续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
造价值”的服务理念，以“金葵花财
务规划”为契机，充分发挥招商银行
独有的财富管理服务优势，不断深
化“最佳财富管理银行”品牌形象，
满足客户财富管理的增值服务需
求，为客户提供温暖人生的财富管
理方案。

招招商商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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