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动产继承公示
●侯志强对原登记于侯永松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
登记(坐落莱阳市穴坊镇南郝格庄村的不动产，房权证
号：184056号;土地证号：莱集建(91)字第062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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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18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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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6日
●徐胜保对原登记于迟玲玲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
登记(坐落莱阳市五龙南路植物油厂院内0002-2-203号
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0041543号;土地证号：莱国
用(2008)第2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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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18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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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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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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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至2018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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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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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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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18年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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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6日
注销公告
●莱阳市柏盛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370682MA3CPTC6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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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柏盛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11月
16日
挂失
●张保臣坐落于莱阳市冯格庄街道办事处将军顶村的
土地证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1)字第077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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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玉光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赵家埠子村的房产证丢
失，证号为：144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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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鲁
交 运 管 烟 字 ：3 7 0 6 8 2 2 0 0 5 8 9 号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370006820006，现予以声明作废。
●朱翠勤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唐家洼村的房产证丢失，
证号为：00970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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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美臣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的房产证丢失，
证号为：144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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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洪全坐落于莱阳市高格庄乡胡城村的土地证丢失，
证号为：莱集用(90)第041072号，面积110 . 64平方米，时间
1990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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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克宝坐落于莱阳市高格庄乡胡城村的土地证丢失，
证号为：莱集用(90)第040995号，面积116 . 74平方米，时间
1990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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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洪忠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的土地证丢失，
证号为：莱集建(91)字第160537号，面积230 . 88平方米，时
间1991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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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中磊坐落于莱阳市旌旗东路008号盛隆广场B区0004
-4-101号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丢失，证号为：莱国用(2008)
字第3728号，土地面积为18 . 95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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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晓飞坐落于莱阳市同心小区1-262号的土地使用权
证书丢失，证号为：莱国用(2004)字第2747号，土地面积为
19 . 10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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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花、李大修坐落于莱阳市广场街50号院3-211号的
房屋所有权证书丢失，证号为：F11797号，面积40 . 13平方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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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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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25日，烟台大悦城第三届
高校街舞争霸赛将盛大开启。省内20大
高校街舞社团同场竞技，国内顶级街舞
大师齐聚大悦城，将给港城市民带来一
场精彩纷呈的街舞盛宴。

烟台大悦城高校街舞争霸赛是山
东省内最具专业性、欣赏性为一体的高
校街舞赛事之一，由国家体育局全国街
舞执行委员会（CSDA）进行赛事指导。
自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受到了烟
台乃至省内大学生舞者的追崇。本周
六，第三届街舞大赛将在大家的期待中
如约而至。据大悦城工作人员介绍，本
届大赛参赛队伍全部来自省内各大高
校，有烟台大学的Dance Soul、A++、舞
天堂，鲁东大学的火焱社团、海韵艺术
团、帝舞军团，滨州医学院的校艺术团、

舞炫社团，以及来自山东工商学院的劲
舞团和山东农业大学IDK舞社等。

与往届相比，本届大赛裁判和嘉宾
阵容更加强大，国内顶级街舞大师阿K、
公孙无名、Kun、电门将出席比赛现场担
任导师，他们在今年热播的《这就是街
舞》《热血街舞团》两档综艺节目中圈粉
无数。强大的阵容期待更多街舞爱好者
前来挑战。

大大悦悦城城第第三三届届高高校校街街舞舞争争霸霸赛赛
即即将将燃燃爆爆港港城城

因为难受，自己手抓着雾
化器做雾化；采血时一声不吭，
看见大夫就主动伸出手臂……
疾病让一个年仅1岁多的孩子
做出超乎这个年龄的行为举
动，这种成人化的行为，懂事，
但是又让人心疼。

依依(化名)是一个患有急
性髓系白血病的孩子，来到人
世间不到2年的时间里，有一半
的时间都在医院度过。看似不
起眼的感冒，小小的肺炎，对于
免疫力缺乏的小依依来说，都
是致命的打击。回想起9个月前
的确诊，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女
儿苍白的嘴唇，蜡黄的小脸，那
白纸黑字冷冰冰的诊断书，都
让孩子的母亲濒临崩溃。

你是妈妈的小棉袄

依依是商女士的第二个孩
子，大儿子今年已经17岁了，40
多岁算是高龄产妇，为了这个小
女儿，孕期也是吃了不少苦，但
是出生后的小依依乖巧可爱。后
来，依依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反复
发烧，乏力嗜睡，乃至脸色发黄。
到医院检查血常规，结果显示孩
子血液有问题，疑似白血病。

“还差两天，就1岁2个月
了。”商女士清楚地记得那个确

诊的日子。“怎能不记得啊，听到
血液病，我模模糊糊想到白血病
这一字眼，不过那时对白血病还
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总觉得离
自己很远，离女儿很远。”

再做一次检查，我不信

我的孩子患这个病

得知自己孩子患有重病的
家长，都是一次又一次地给孩
子做检查，他们抵触这个结果，
抱着误诊的一丝希望，一家又
一家的医院，只希望听到医生
说一句“孩子没事”。

济南、天津、北京，商女士带
着依依辗转多地，诊断结果仍是
急性髓系白血病M5，一家人陷
于痛苦之中，此类型的白血病必
须通过化疗之后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而依依才刚一岁2个月
大，化疗的痛苦不言而喻。

孩子需要一个坚强的

母亲，那我就变得坚强

崩溃了，悲伤了，接下来就
是坚强！收拾好心情，她带着女
儿依依踏上了与病魔战斗的道
路。“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但
是孩子需要一个坚强的母亲，
那我就是！我就变得坚强！”

6个化疗疗程，让依依变成了一
个光头，只有稀疏、茸茸的头发
在头上。

因为依依与父亲的骨髓配
型只有半相合，40多岁的宋先
生也不是捐髓的适合年龄。17
岁的大儿子临近高考，本就照
顾不到儿子对儿子有亏欠的商
女士，也不想影响到孩子的学
习。于是从化疗的第三个月开
始，商女士就开始为孩子寻找
合适的配型。主治医师这时建
议使用脐带血进行移植，因为
考虑到孩子还小，脐带血的排
异小，也利于术后恢复。

2018年11月14日上午10点，
依依成功输注了一份来自山东
省脐血库的脐带血，整个过程
十分顺利，希望这份生命种子
能好好地呵护这个乖巧女孩，
让她平安、喜乐。

问及对女儿有怎样的期
许，商女士想了半天，一字一句
地说道：“就希望她平安长大，
成为一个普通人，结婚生子，健
康地生活。”这是个普通的愿
望，又是这位母亲对于女儿最
大的、最殷切的期许。许多妈妈
在怀孕初期，总是向上天祈祷，
孩子要漂亮、聪慧、成功、懂
事……而此时只留下三个词

“健康、平安、快乐”。

为为孩孩子子，，我我要要成成为为一一个个坚坚强强的的母母亲亲

依依自己手托雾化器做雾化。

近日，“2018中国市场竞
争力十佳保险公司”榜单出
炉，太平人寿位列十佳保险
公司之一。

2018年，中国太平保险集
团成功跃身“世界500强”，迈
上新的台阶。作为中国太平
战略发展的主要力量，太平
人寿在2018年持续稳健发展，
市场排名攀升，速度规模、效
益质量和社会贡献等各方面
的经营状况良好，连续三年
获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A

级”评价；财务实力稳健，连
续三年获得惠誉国际做出的

“A+”评级。高质量的发展让
太平人寿更具市场竞争力。

“2018中国市场竞争力
十佳保险公司”，由中央财经
大学中国精算研究院和有关
高校及科研学术机构共同评
出，在大数据平台评价指标
的基础上，同时邀请有关专
家、学者进行专业学术分析，
确保结果具有科学性、权威
性和代表性。

本报11月15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芝公宣 ) 1 5
日，记者从芝罘公安分局获悉，
近日一男子盗窃商场价值15万
元的和田玉，之后以支付出租车
费的方式抵给了出租车司机，没
想到司机却不识货，当“地摊货”
随意丢在车上。目前和田玉已经
找到，男子也落网归案，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警方介绍，10月28日下午
3点，芝罘区某商厦珠宝店服务
员突然发现，柜台里少了一个和
田玉挂件。该挂件雕刻骏马图
案，价值15万元。光天化日将锁
在柜台里的贵重玉器盗走，作案
人胆大妄为。震惊之下，服务员
赶紧向南大街派出所报警。

“柜台最后一次盘点是在10
月26日……”案发时段前后跨度
两天，营业期间商厦内人来人
往，现场又处于监控死角，案件

侦查一开始便遭遇瓶颈。
案情重大，芝罘公安高度重

视，刑侦大队迅速参加到案件侦
破中。“一个穿连体帽上衣的男
子 前 两 天 经 常 在 柜 台 前 转
悠……”柜台服务员的话引起民
警极大关注，大白天戴帽子逛商
场，究竟为何？而监控只显示了
该人在商场出现溜达的画面，他
会不会是作案人？

案件侦查紧锣密鼓，而紧接
着发生的一起盗窃案中“连体帽”
再次露头。10月28日下午2时许，时
代广场某鞋帽店竟蹊跷地出现一
双男人的旧鞋。监控显示，正是一
位穿连体帽上衣的男子将试穿的
新鞋穿走。“又是连体帽！”侦办民
警研判案情，经确认该男子与商
厦“连体帽”系同一人。

又一条重要线索呈现眼前：
“连体帽”案后多次去往世茂广
场方向。就地排查，原来，之前

“连体帽”曾在世茂广场某酒吧
打工，他的真实身份是梁某(男、
17岁、招远人)。11月10日19时许，
“连体帽”在时代广场落网。

归案后，梁某对盗窃和田玉
挂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对
赃物的去向则交代，该对玉挂件
的价值并不清楚，在一次搭车去
海边的时候因为身上只有十块
钱，便将挂件当作车费抵送给了
这位出租车司机。

追赃工作紧急启动。“幸运”
的是，出租车司机最终被找到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日，因为
梁某所付车钱不足，而司机又本
身属马，于是收下这个“骏马”玉
挂件，之后这块价值15万元的和
田玉便被当成“地摊货”随意丢
在车上。

目前，梁某因涉嫌盗窃犯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文中人物为化名)

把把1155万万元元和和田田玉玉当当成成““地地摊摊货货””
民警却说幸好两人都不识货，目前涉嫌盗窃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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