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山东富视眼科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社保稽核强制执

行催告书(烟社催字[2020]

第40号)，自公告起60日内

来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稽核科领取催告书，逾

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

2020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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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催告书

公告

高文春、于恒涛、于成涛、于华：

本机关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

的案号为：牟字【2020】第催0010号；

牟字【2020】第催009号；牟字【2020】

第催0012；牟字【2020】第催008号；

现作出《腾退廉租住房决定书》，因

你无法联系，现向你公告送答法律

文书，法律文书主要内容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你家庭

应自收到本催告通知书之日起十

日内，自觉履行我处依法作出的行

政决定书。催告通知书送达十日

后，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

向牟平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你家庭可自接到本催告书之

日起三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和申

辩，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逾期

未领，视为送达。

烟台市牟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3月26日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安德利花园C区

12～21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安德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

平区西关路288号安德利花园C区

12～21号楼的面积进行测绘，现测

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

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3

月26日至2020年4月4日在安德利花

园售楼处公示栏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我公司恳望各位业主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于公示期内认真核对

各房产的现状、位置、边长数据是

否相符，核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

若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

字，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

次测绘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

馈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

司牟平分公司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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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高速力争10月建成通车
烟台今年公路建设投资“大盘”敲定，计划完成投资15 . 45亿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赵玲玲

春和景明，美好如初，拿起手中的手机、
相机来记录这个春天的动人故事吧。振华杯

“春暖烟台·遇见美好”视觉大赛由振华集团
冠名，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市摄影家协
会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中心承
办，舒朗集团赞助礼品，烟台市会展业服务中
心支持，烟台市芝罘区微电影艺术家协会、山
东新影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协办。现面向
全市征集广大市民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作品，
将采用比赛的形式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抖
音、快手平台展示。

振华杯“春暖烟台·遇见美好”视觉大赛
开赛以来，陆续有市民投来很多优秀的视觉
作品：有鸟语花香，农民晒粉条的动人景象；
有孩子在暖阳里嬉戏的场景；还有果蔬合作
社里樱花开，鱼菜肥，农民增收的景象。春天
在不同人群的眼睛里呈现出不同的场景，在
你眼里，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呢？赶快记录下

来，与我们一起分享。
参赛要求：以烟台的春天为题材，将人、

物、事、景、情等作为创作内容，表现烟台春天
的自然风貌和这个春天里发生的故事等，只
要是传递正能量，或是能挖掘烟台内涵底蕴
的照片和视频内容均可。
参与方式：

参赛作品请注明：参赛作品名称+简短文
字介绍+拍摄地点名称+参赛人姓名+电话号
码。发送至邮箱：313956539@qq.com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杜林霖

3月26日上午，记者从烟台
市公路工作会议上获悉，全市
2020年公路建设投资“大盘”已
敲定，全年初步计划实施普通国
省干线公路重点项目10个，计划
完成投资15 . 45亿元，建设和改
造里程211 . 3公里，争取4个项目
年内建成通车。

2019年，烟台公路实施干线
公路重点项目12个，共完成公路
建设投资20 . 9亿元，全市“三重”
工作公路项目全部超额完成或
提前完工。高速公路方面，文莱
高速完成建安投资11 . 2亿元，占
计划的112%，超额完成省里下达
的年度建设任务。普通国省道方
面，省道209蓬黄线栖霞绕城、省
道501北南线长岛境内大修、冰
轮路侧分带及非机动车道改造、
普通国省道命名编号调整等9个
项目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按 期 完 工 或 通 车 ，通 车 里 程
119 . 5公里。全年完成小修保养
投入7831万元，公路安全行车环
境显著改善。

年内建设和改造里程211 . 3公里

“今年投资超过15亿元，为
路网升级改造提供了强有力的
资金保障，10个项目均为全市

“三重”工作，要将项目作为公路
工作的主抓手，将“三重”工作作
为公路工作的重中之重。”烟台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刘智勇说，受疫情影响，完

成年度任务时间更紧、任务更
重，公路部门建立“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
工作机制，挂图作战、盯紧盯牢、
盯住不放，确保项目不折不扣地
按期完成并力争提前完成任务。

据了解，今年烟台公路计划
实施重点项目共计10个，其中高
速公路项目1个，续建项目4个，
新建及养护大中修项目5个，建
设和改造里程211 . 3公里，计划
完成投资15 . 45亿元。

文莱高速是山东省“九纵
五横一环七射多连”中高速公
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
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
条快速便捷的大通道。今年，文
莱高速公路工程10月底前力争
建成通车。省道306海莱线海阳
栖霞界至栖霞杨础改建工程、
国道206威汕线龙青路口至招
远莱州界大中修工程力争年内
完工通车。G517长莱线蓬莱境
内大中修工程、S307小莱线莱
州境内大中修工程等4个公路
重点项目将加快建设“步伐”，
按期完成任务。

预计完成小修保养7900万元

“在做好工程建设的同时，进
一步加强公路日常养护与路政管
理工作。今年公路将不断加大养
护投入，年内预计完成小修保养
投入7900万元，改善公路面貌，提
升服务质量，巩固和提高公路的
地位和形象。”刘智勇介绍道。

2020年，公路部门继续合理
安排小修工程计划，及时处治公

路病害，根据省交通运输厅部
署，全面做好迎国检工作。在保
障行车舒适度的基础上，完成莱
阳1处公路站内新建停车区改造
项目，加强对已建成的17处停车
区的管理维护，大力推进集多功
能于一体的公路驿站，进一步提
升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
供给能力。

同时，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做
好潍烟高铁、烟台港西港区LNG
长输管道穿越国省干线公路等工
程的涉路部分规划立项、材料审
核、专家评审、许可办理等各项工
作。提高路政巡查效率，完善路政
事件上报，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
置，把隐患消灭在“萌芽”中。

“智慧公路”借新一代技术再上

新台阶

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水
平的烟台智慧公路综合管理平
台运行以来，基本打造成了“可

视、可控、可测”的一体化数字平
台，与原来相比，整个公路路网
的运营管理更加高效、更加智
能。去年，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对智慧公路管理服务平台47项
功能进行完善和拓展，荣获全国
交通行业职工岗位创新标杆成
果。

今年，烟台市公路事业发
展中心将全力完成交通运输部
公路智能化养护管理应用试点
验收工作，积极向上级争取列
为全省和全国“交通强国”技术
领域建设试点。通过探索公路
全息感知数字孪生系统应用，
开展桥梁健康监测应用试点。
进一步完善公路新改建工程数
字化监管手段，增强对施工进
度和现场安全的把控力度。加
强新一代技术在智慧公路中的
发展与应用，开展基于客运车
多源信息融合的路产路况协同
监测。

3月26日，2020年烟台全市公路工
作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公
路建设投资“大盘”已敲定，全市公路
重点项目建设和改造里程211 . 3公里，
争取4个项目年内建成通车，计划完成
投资15 . 45亿元。烟台公路又要大变样！

◎高速公路项目

文登至莱阳高速公路工程(烟台境主线长63 . 3公里)

目标：今年10月建成通车，完成投资9 . 65亿元；

◎续建项目4个

省道306海莱线海阳栖霞界至栖霞杨础改建工程(19 . 7公里)

目标：今年10月建成通车，完成投资2000万元。

国道206威汕线龙青路口至招远莱州界大中修工程(28 . 9公里)

目标：今年7月建成通车，完成投资1亿元；

省道209蓬黄线栖霞绕城段工程

目标：完成省财政剩余资金1 . 164亿元的申请工作。

省道501北南线长岛段大中修工程

目标：完成省财政剩余资金4670万元的申请工作。 ◎新建及养护大中修项目
国道517长莱线蓬莱段大中修工程(20 . 6公里)

目标：完成年度计划，完成投资7800万元。

省道307小莱线莱州段大中修工程(24 . 7公里)

目标：完成年度计划，完成投资8800万元。

省道205上泽线牟平北山至牟平文登界

大中修工程(19 . 2公里)

目标：完成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500万元。

国道206威汕线牟平栖霞界至栖霞王格庄

大中修工程(35公里)

目标：完成年度计划，完成投资7200万元。

春和景明的日子，让我们遇见美好
“振华杯”视觉大赛面向全市征集作品，丰厚奖品等您来拿

视觉大赛详细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文莱高速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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