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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刘宾对原登记于刘登高、于菊香名下于
菊香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
市马山路121号35幢422号的不动产，房权证
号：莱字第006052号;土地证号：莱国用(2002)
字第3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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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至2018年12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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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林希良对原登记于林希良、于孟爱名下
于孟爱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
阳市华侨新村4号楼4幢004号的不动产，房
权证号：莱房私商字第00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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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至2018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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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陶禹衡对原登记于陶伟名下的不动产权
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柏林庄镇柏林
庄村的不动产，房权证号：308820号;土地证
号：莱集建(91)字第134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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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至2018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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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王仁杰、接玉川到莱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
登记，房屋座落：莱阳市梨园小区24幢242
号 土地证号：莱国用(91)字第00034号

房权证号：莱字第012945号 权属性质：
国有 用途：住宅 建筑面积：76 . 42平方
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
已过户，第一手房主潘方梅、宋修章联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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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莱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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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挂失
●唐卷坐落于莱阳市石河头乡唐家庄村的
土地证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0)字第064870
号，面积97 .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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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新丰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
丢失，营运证号：370682313882号，车辆号牌
鲁YC627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通知
如有参与烟台

交运总站综合楼幕

墙工程的且人工费

未结清的工人，请于

2018年12月5日前携

带证明文件到烟台

润庭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找杨萌结算，逾

期造成的后果自负。

烟台润庭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30日

烟台住建“百日攻坚”：

前前进进路路等等市市区区33条条配配套套路路将将贯贯通通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王政 林晓
东) 29日，记者从烟台市住建
局获悉，近日，烟台市住建局负
责施工的中心区3条道路完成
沥青摊铺，已具备通车条件。

前进路位于芝罘区东方巴
黎小区与三站批发市场之间，
西起建设路，东至青年路，长约
500米，规划红线宽度约25米。
该项目地处市区繁华地段，原
宽仅15米，且单向通行，经拓宽
改造后将极大缓解交通压力，
对三站片区发展意义重大。因
项目周边属老旧小区，地下管
网复杂，需同时协调自来水、燃
气、电力等多个部门进行交叉
施工，难度较大。6月底封路方

案获批后，因现场征迁影响只
能先进行北半幅道路修建，之
后陆续解决现场伐树和高压电
力入地等梗阻问题，道路建设
得以顺利推进。目前主路施工
已经完成，正在进行道路标线
施画，即将交付通车。

馨逸园南路位于芝罘区，
西起青年南路，东至机场路，长
约610米，红线宽20米，为金象
泰吉祥家园配套建设，同时与
鲁玉街、鲁峰街一起完善了该
区域交通路网。上半年，该路受
征迁影响未能全面开展作业，9
月份“百日攻坚”活动开展以
来，项目负责人员现场督导施
工、实地解决问题，于9月25日
完成道路征迁工作，全面推进

项目实施。目前道路已完成沥
青面层施工，具备通车条件。

源山郡配套路位于莱山区
莱源路西侧，由东西、南北两条
道路组成，其中东西路东起莱
源路，西至规划路，全长约605
米，规划红线宽30米；南北路由
东西路中部向南延伸，全长约
295米，规划红线宽16米。该路
既是小区配套路，也对该区域
路网完善及市政配套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将极大方便周边居
民日常出行。上半年该道路同
样受征迁影响未能全面开展作
业，通过“百日攻坚”活动，各种
阻碍施工的问题全部得以解
决。目前，道路已完成主路施
工，具备通车条件。

福福山山区区331111路路区区间间公公交交车车开开通通
从门楼公交场站至马蹄夼，每天运行4个班次

本报1 1月2 9日讯 (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李婷 ) 11
月29日，记者从福山区委宣传
部获悉，11月26日上午，福山区
311路(门楼公交场站-马蹄夼)
区 间 车 开 通 ，线 路 全 长
14 . 1km，设马蹄夼、东水夼、张

格庄镇政府等2 0站，暂定6 : 4 5
从门楼公交场站发出首班车，
每天运行4个班次。

311路区间车是福山区今年
开通的第9条区间车线路，也是
全区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发展
历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

的正式开通运营，使福山区最
后两个未纳入到公交通达范围
内东水夼村、马蹄夼村实现了
公交车直接开到村头的愿望，
全区214个村、40个社区全部通
上公交车，实现了公交通达率
100%的新跨越。

蓬蓬莱莱阁阁讲讲解解员员获获省省导导游游职职业业技技能能竞竞赛赛三三等等奖奖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修琳琳) 11月
29日，记者从蓬莱阁景区管理
处获悉，11月28日，“尼山圣境
杯”2018山东省旅游行业导游
职业技能竞赛在尼山胜境景区
圆满收官。蓬莱阁景区选手宫
玉皎在经历了自我介绍、导游
讲解、知识问答等环节的比拼
后，获得了大赛三等奖。

11月27日，山东省“技能兴
鲁”职业技能大赛———“尼山圣
境杯”2018年山东省旅游行业导
游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曲阜尼
山举行，大赛由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山东省总工会、共青
团山东省委、山东省妇女联合
会共同举办，各地市旅发委
(局)、导游协会(分会)协办。

大赛分为导游服务技能竞

赛和研学旅行方案设计竞赛两
个赛项，各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3名。蓬莱阁景区选
手宫玉皎在经历了自我介绍、
导游讲解、知识问答等环节的
比拼后，获得了服务技能竞赛
三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宫玉皎
还获得“山东省旅游行业技术
能手”称号。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蓬莱阁景区凭借得天独厚
的神仙文化、海洋文化和以民
族英雄戚继光为代表的精武文
化，建立有蓬莱阁古建筑群、登
州博物馆和蓬莱古船博物馆等
多处景点，景区的讲解员们每
天穿梭于文物的殿堂，孜孜不
倦地学习和实践。这支由三十
余人组成、平均年龄只有24岁
的年轻讲解员团队凭借着精湛
的业务技能和优秀的团队文

化，展现了新时代讲解员的良
好形象，传播了行业正能量，为

“好客山东”品牌不断增光添
彩。

““双双管管双双责责””成成效效好好

服服务务社社区区换换新新颜颜

近日，烟台市质监局
组织党员到凤凰社区开
展党员“双管双责”活动，
帮助清理绿化带内的垃
圾，清除卫生死角，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活动
中，党员们分工明确、团
结协作，使社区面貌焕然
一新。此次活动强化了市

质监局各党支部与凤凰
社区的联系沟通，解决了
社区的实际困难，发挥了
党员在促进社区建设、联
系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先
锋模范作用，促进了党员
在党组织的“双管”中落
实好“双责”。(通讯员 姜
立强)

智联招聘CEO郭盛：

智智力力时时代代，，““向向心心力力””就就是是生生产产力力

近日，“智场·未来”
2018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
奖盛典暨中国人力资本
国际管理论坛在成都举
行。活动现场，智联招聘
CEO郭盛发表了以“智
场·未来”为主题的演讲，
探索在智力经济时代，面
对复杂经济周期时，企业
如何通过人力资本挖掘
激发内生动能，形成有力
穿越。

在即将迎来的2019

年，经济周期的变化依然
充满未知，但我们唯一确
定的是，在这个拼智力的
时代，用“向心力”吸引和
留住优秀的人才，通过

“组织力”让员工高效协
作，用“自驱力”调动创造
热情，并营造具有“成长
力”的培训体系，最终形
成的内生动能将幻化为
强韧的穿透力，击破状况
叠加的的复杂周期，从而
实现逆势增长。

最最具具社社会会责责任任企企业业利利润润增增长长率率

高高出出其其他他企企业业1133%%

近日，由智联招聘主
办的“智场·未来”2018中
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
典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
管理论坛在成都香格里
拉酒店成功举行，并现场
揭晓了“最具社会责任雇
主”榜单，奖项设立旨在
引导企业超越把利润作
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
在盈利过程中更加关注

人的价值，强调对员工、
环境、社会的多方责任。

责任看似是个沉重
的字眼，意味着付出和担
当，但它也隐藏着更高的
回报。数据显示，获奖企
业的员工主动离职率仅
为 1 1 %，未获奖企业为
12 . 6%；获奖企业2018年
的利润增长率比未获奖
企业高出13%。

为响应电网配套工程
建设、优化供电营商环境、
提供及时高效的物资保
障，11月12日，国网烟台供
电公司物资部仓储班根据
施工作业班组的物资领用
需求，顺利完成柱上断路
器、交流避雷器等配网物
资的发货工作，这是10千
伏配网物资入实体库管理
进行的一项出库作业，实
物储存和按需领用的管理
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一线
作业物资需求，有效提高
电力作业效率，满足社会
用电需求。

今年以来，烟台供电
公司根据山东省电力公司

《持续提升采购设备质量、
深化业扩配套工程物资采
购供应十项措施》要求，10
千伏配网物资实行“实物
储备”“按需领用”，全部纳
入实体库管理。为进一步
加强业扩配套项目储备物
资管理，烟台供电公司持
续优化10千伏及以下配套
工程物资实物储备使用流

程，坚持“周审查、周下
达”，及时组织提报协议库
存物资计划，提高协议库
存匹配执行效率。合同履
约人员及时维护采购订
单，通过电话、工作联系
单、协调会、催交函、驻厂
催交等方式督促供应商履
约，跟踪落实做好现场收
货、验收工作，协调供应商
现场服务。加强物资质量
管控，对线缆类、金具类等
关键物资，实行“实物储
备、集中抽检”。严格执行

《国家电网公司实物库存
管理办法》，建立实物库存
信息共享机制，定期发布
实物库存清单，主动对接
项目部门，及时掌握物资
需求信息，做好物资发放
及配送准备工作。采取标
准化、模块化的物资存放
模式，合理规划仓库功能
区域和仓储区位，做到快
速装运。签订物资运输合
同，保证紧急情况下物资
调配工作高效可靠。(通讯
员 马学利 颛孙琳琳)

烟烟台台供供电电公公司司加加强强

业业扩扩配配套套项项目目储储备备物物资资管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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