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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烟台金苹果置业有限

公司：
栾小毅申请执行你公

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案件号：(2016)鲁0686执
第1054号。申请执行依据的
案 号 ：栖 霞 市 人 民 法 院
(2016)鲁0686民初1576号民
事判决书。现栾小毅已将
该案执行债权中的一套房
屋即金苹果绿苑南区A座
的1套房屋，房产证号为栖
城房字第00040634号：112
铺、212铺(B2—2)，以62万元
的转让价款转让给韩清
利。因你公司无人接收债
权转让通知，特此公告通
知你公司。

公告通知人：韩清利
栾小毅

2019年6月25日

研研读读招招生生政政策策后后，，三三次次返返场场咨咨询询
烟台高招会开幕，百所高校当面答疑解惑，威海等地考生和家长也赶来问询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
楠楠) 6月27日，山东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委托齐鲁晚报举办的
2019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会烟
台专场在烟台四中体育馆正式
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近百
所高校与考生面对面，为考生
答疑解惑，助力港城考生金榜
题名。现场除了烟台市考生和
家长，还有来自威海等地的考
生和家长。

27日上午8点30分，高招会
正式开始。等候在门外的考生
和家长纷纷进入场馆。作为
2019年省内最后一场本科招生
咨询会，一进现场，考生和家长
们就进入状态，“我理科考了
613分，可以报考咱们学校的国
家公费师范生吗？”“请问今年
咱们学校录取设置专业级差
吗？”“请问咱们学校是分数优
先还是专业优先？”……不少家

长和考生都有备而来，手拿小
本子，一边咨询一边奋笔疾书，
记录高校招生的分数要求以及
各类注意事项。

据悉，参加本届高招会本
科综合场的学校包括国内众多
985、211高校，北京交通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中南大学、中国
药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南民族
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开大
学、南京邮电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河海大学、东南大学、东北
林业大学、东北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本
部、威海)、西北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津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等高校齐聚烟台揽才。

除此以外，还有烟台大学、
青岛理工大学等省内重点本科
院校，适合各个分数段的考生
寻找自己合适的大学和专业。

“我文科考了590多分，想冲
击一下山大威海校区，西北大学

也在考虑范围。”来自牟平的一
名考生告诉记者，平常模拟考一
般在560-570分，高考算是超常发
挥了，对自己的成绩很满意，如
果能考上一个满意的大学就更
好了。“今天转了一圈收获很大，
我决定明天在提前批的志愿报
考中，冲击一下国家公费师范
生。”该考生说。

咨询会现场，各个高校的
招生专家就今年的高考政策、
志愿填报等问题为考生进行详
细、准确解答。上午9点30分，高
招会现场放眼望去全是人，从
上午8点30分开始到12点结束，
一上午有数万人次前来咨询，
由于人太多，有的高校带的招
生资料都不够用；有的家长和
考生问完一圈，拿着招生资料
出门，在研读招生政策后，发现
新的问题，二次甚至三次返回
现场咨询……

据悉，6月28日考生将填报
文理类、艺术类、体育类本科提
前批首次志愿，填报春季高考
技能拔尖人才首次志愿，填报
高水平运动员志愿、民航飞行
技术本科专业首次志愿。

全国新增6个海事机构烟台占一席

烟烟台台八八角角海海事事处处2266日日揭揭牌牌成成立立
本报6月27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郝光亮
周洪洋) 记者从烟台海事局
获悉，6月2 6日上午，中华人
民共和国烟台八角海事处在
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正
式揭牌成立，即日起开始对
辖区海上交通安全和防治船
舶污染水域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

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天
津港口岸扩大开放的批复》等
文件精神，今年4月，交通运输
部决定新设立6个海事机构，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港海
事局、董家口海事局、烟台八
角海事处、沧州综合港海事
处、舟山六横海事处、舟山马
岙海事处。其中，烟台八角海
事处为烟台海事局副处级派
出机构，设有3个科室、3个海
巡执法大队，核定行政编制50
名。

烟台是全国首批沿海开
放城市，烟台八角海事处驻地
所在的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肩
负了烟台市委、市政府“建设
烟台市现代化经济中心”的战
略使命。烟台港西港区是烟台
港核心港区和两个亿吨港区
之一，肩负着建设成中国北方
重要的能源进出口、仓储中转
基地和辐射中国北方乃至东
北亚地区的矿石中转分拨基
地的战略重任，规划码头岸线
总长27 . 9km，占地面积约33 . 3
平方公里，可形成各类码头泊
位70个，年综合通过能力2 . 5
亿吨。该港区自2005年9月开
始启动建设，2010年10月首船
进港投产，港口吞吐量2018年
完成7903万吨，2019年预计完
成9260万吨，特别是30万吨级
原油码头、3 0万吨级矿石码
头、540公里长输管道的陆续
投产，持续刷新着山东半岛北
部港口发展的新纪录，成为烟
台港迈向现代化国际一流强
港和烟台市建设海洋经济大
市、山东省建设海洋强省战略
引擎。

据了解，为更好服务烟
台西港区建设发展，2006年，
烟台海事局向烟台西港区派
驻了海事执法人员。2017年，
交通运输部批复成立正科级
的烟台芝罘海事处八角海巡
执法大队，西港区有了正式
的海事机构。今年，副处级的
烟台八角海事处批复后，实
现了八角海事规格更高、机
构更全、职能更优、队伍更强
的发展目标，也必将为服务
烟台西港区跨越式发展、保
持烟台开发区水上安全形势
稳定提供更加坚实的海事服
务保障。

截至目前，烟台海事局共
设有8个海事处、21个海巡执法
大队，覆盖了烟台市1 0个港
区，将围绕“安全、畅通、文明”
核心任务，以走在前列为目标
定位，提升发展标杆、提升工
作标准、提升精神境界，努力
打造交通行业一流执法“铁
军”，为建设交通强国做出烟
台海事应有的贡献。

烟烟台台大大悦悦城城五五周周年年庆庆典典，，第第三三届届狼狼烟烟音音乐乐节节即即将将开开幕幕

去年7月，港城弥漫着音
乐的美妙旋律。一场接一场的
音乐演出，让烟台市民的耳朵
过足了瘾。今年7月5日-7日，
烟台大悦城第三届狼烟音乐
节如约而至，众多优秀音乐人
从千里之外集结烟台，为烟台
的音乐爱好者带来全新音乐
体验。

据了解，本次狼烟音乐节
是大悦城为庆祝开业五周年，
感恩回馈港城市民而特别策划
的一档大型活动。音乐节三天
全部是公开、免费、露天演出，
外场可随意听歌，内场有少量
座席。今年音乐节，大悦城特别

邀请了以一首《陷阱》全国知名
的新生代实力歌手王北车，以
及北京火柴盒乐队、顽石乐队、
觉醒乐队、含旭乐队等众多优
秀的民谣、摇滚乐队。

7月5日晚上，狼烟音乐节
将开启第一场，烟台本土的觉
醒乐队、海帆乐团将率先开唱。
人气歌手王北车、火柴盒乐队、
含旭乐队将在7月6日大悦城五
周年店庆当天登台献唱。7月8
日，顽石乐队、斑马乐队将空降
音乐节现场，他们狂热且极具
感染力的现场表演或将掀起又
一场音乐浪潮。

除了狼烟音乐节，大悦城

店庆当天的活动可以说非常丰
富，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当天
24点。上午9点在大悦城西南门
口，烟台市民仅需8积分就有机
会免费获得vivo手机、迪奥口红
等超值奖品。上午10点，幸福西
饼将在四楼中庭制作长达8米
的生日蛋糕，现场观众不仅可
以吃到免费蛋糕，还可以欣赏
到民谣、街舞、走秀等精彩节
目。

店庆当天下午，在社交平
台上拥有千万粉丝的末那大叔
和北海爷爷，将携带新书《我喜
欢你，像风走了八万里》来到大
悦城现场，与烟台的粉丝朋友

见面并进行新书签售。除此之
外，国潮品牌长城、飞跃全国首
个快闪店将空降大悦城，助力
五周年店庆。为了弘扬传统文
化，大悦城还将发起国潮文创
展，汇集民国旗袍、本地手作、
非遗文化等传统艺术。

两两艘艘亚亚洲洲最最大大多多用用途途滚滚装装船船
明明年年投投入入龙龙旅旅线线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杜
晓丹 通讯员 王建波 于
超群 ) 记者从渤海轮渡获
悉，6月26日，渤海轮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斥资4 . 1亿元建造
的2艘亚洲最大多用途滚装船
在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正式开工。

据悉，本次建造的2艘多
功能滚装船船舶总长189 . 9米，
型宽26 . 4米，船舶总吨2 . 5万吨，
车道线2700米，可装载大小车
辆300余辆，拥有3层车辆舱，设
计吃水6米，续航力约5000海
里，服务航速可达到17节，是亚
洲最大多用途滚装船。预计1

艘明年6月交付使用，1艘明年9
月份交付使用。该船投入后，
将执行龙口至旅顺航线，标志
着渤海轮渡在夯实客滚运输
主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新
征程中又迈出坚定的一步。

新开工建造的滚装船为
双机、双桨、2台柴油机驱动的
大型运输船舶，是承载轿车、
各类货车及集装箱的现代化
节能环保型多用途滚装船。船
舶配备艏侧推和防横倾装置，
艉部配备艉直跳板和艉斜跳
板；机舱采用国际品牌，配备2
台MAN主机，单台最大功率
4500kw。

为助力高考生更加精准地
填报高职专科志愿，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委托齐鲁晚报举
办2019年山东高考招生咨询
会，高招会覆盖全省11市，举办
25场次本专科咨询会。其中，7
月21日来烟台举行专科高招
会，地点为烟台四中体育馆。

即日起，考生和家长可免

费领取高招会电子门票。考生
和家长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

“今日烟台”或“今日烟台早
读”，在线输入并发送“高招会
门票”，将即时领取2019年烟台
高招会电子门票。

欢迎考生关注“齐鲁晚报
2 0 1 9 高 考 壹 点 通 ”Q Q 群 ：
464793842。

77月月2211日日烟烟台台举举行行专专科科高高招招会会
可可免免费费领领取取电电子子门门票票

高招会现场人气火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吕奇 摄

为做好大学生毒品预防
教育，提高药物滥用危害认
知，营造浓厚的禁毒舆论氛
围，6月26日上午，烟台市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
人员到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开
展“健康人生 绿色生活”为
主题的“6·26国际禁毒日”药
物滥用监测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市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中心的专家为在场的
大学生讲解了常见毒品的分
类、药物滥用的危害及合理
用药知识，并向学生免费发
放了药物滥用危害及合理用
药知识等宣传资料。

通讯员 赵国鹏 阎文
红 包雪梅

烟烟台台市市食食品品药药品品检检验验检检测测中中心心
开开展展禁禁毒毒日日宣宣传传进进校校园园活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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