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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烟台市长城

防水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

370602228041290，

经研究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高陵村商

贸街66号各业主：

受烟台市牟平区百纳商贸有限

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

牟平区高陵镇高陵村商贸街66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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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至4月27日在

牟平区高陵镇高陵村村委办公楼门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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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

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0年4月17日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天翔·名苑6、11～

17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天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滨

海东路528号的面积进行测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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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

日至4月27日在牟平区天翔·名苑售

楼处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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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

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0年4月17日

本报烟台4月20日讯(记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
开发区分局获悉，今年开发区适
龄儿童报名入学将使用微信小
程序进行信息填报。同时，今年
将启用大数据审核系统，通过烟
台市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交
换平台对家长所填报的各项信
息进行大数据比对。凡居住在开
发区、年满6周岁(2014年8月31
日前出生)的常住户口儿童、自
有住宅家庭儿童、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及外商子女，均为小学一年

级报名对象。
网上报名登记时间：2020年4

月20日-6月5日。此阶段开放幼升
小智慧招生平台系统，家长如实
填报相关信息，按要求上传相关
材料并进行提交。网上报名登记
先后顺序与入学先后顺序无关。
建议家长不必焦虑，错峰登录系
统进行报名登记。

家庭信息核验截止时间 :
2020年6月20日。家长提交信息
后，该局将通过烟台市政务信息
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学生

家庭信息进行核验。核验通过
后，所有信息均无法改动；核验
未通过的，此阶段可继续进行信
息修订并提交核验。对于因特
殊原因无法通过烟台市政务信
息资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在线
核验的，可根据智慧招生平台
通知的线下审核时间和地点，携
带相关材料原件按时参加现场
复核。

补录时间：2020年6月21日-30
日。未按时参加网上报名登记或
报名信息核验未通过的，均可在

此时间段内通过幼升小智慧招生
平台补充报名、参加核验。该局将
根据各学校实际招生情况统一为
此阶段通过核验的适龄儿童安排
就读学校。

监护人应确保所填写信息
的真实、准确，由于自身原因填
报错误信息，导致孩子无法就近
入学的，责任由监护人自行承
担；如在多部门联合查验中发现
提供虚假证件的，由监护人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纳入个人诚
信系统！

请家长及时关注“烟台开发
区智慧招生平台”微信小程序

“通知公告”及“我的消息”栏目，
及时掌握报名信息动态。

登录烟台开发区中小学智慧
招生平台，点击“我的消息”进入

“我的消息”查看页面。在这里，家
长可以随时查看学生的报名序
号、信息核验通知、信息核验结
果、学校录取通知等报名过程中
的各种通知消息。

招生政策问题请咨询0535-
6396782。

开发区2020年幼升小开始网上报名
家长可登录开发区中小学智慧招生平台系统填报，孩子须满6周岁

上周六区新建商品房销售806套
牟平区销量最高

本报烟台4月20日讯(记者 曲
彦霖 通讯员 夏成 常虹) 据
烟台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官方数
据，烟台六区上周(4 . 13-4 . 19)新建
商品房销售806套。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售量最
高的是牟平区，销售241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恒邦·金帝御景成交54
套,葡醍海湾成交32套,恒大御景半岛
A地块成交12套。

芝罘区次之，销售208套。销量
排在前列的项目有城发·泰颐新城
E地块成交52套,珠玑路以西、珠玑
中路两侧(原益丰灯芯绒厂区)A2地
块成交33套,山水龙城成交17套。

莱山区第三，销售121套。销量
排在前列的项目有陈家北侧A地块

(烟台观山海项目)成交32套,碧桂
园凤凰山庄C区成交18套，四季苑2
#南E地块(万科·翡翠长安)成交11
套。

开发区销售104套。销量排在前
列的项目有招商·西岸小区成交12
套,金河名都成交8套,嵛景华城成交
7套。

福山区销售92套。销量排在前
列的项目有中海锦城成交20套,瑞
河新城成交20套,颐景园成交6套。

高新区销售40套。销量排在前
列的项目有兴盛·铭仕城成交11套,
保利·爱尚海成交9套,祥隆·又一城
成交5套。

六区本周批准商品房预售许可1
个，为福山区奥林峰情75号商住楼。

烟台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窗口“云客服”

群众办事“一号清”
本报烟台4月20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王聪
马伟 ) 近日，记者在烟台开
发区政务服务中心看到，行政
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处窗口
工作人员刘少霞正在通过窗
口“云客服”系统，为办事群众
解答企业设立登记方面的业
务咨询。两人一问一答，实时
沟通交流，利用方寸键盘就为
办事群众消除了疑惑，解决了
问题。

据了解，窗口“云客服”系
统指的是窗口单位在统一的

“烟台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微
信公众平台上，利用在线客服
功能，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

“点对点”“一对一”实时沟通交
流、业务答疑与指导服务。

记者亲自尝试后发现，
办事群众只需要关注“烟台
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微信
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内输
入想要咨询的问题，有关窗
口单位便可通过“云客服”系
统即时收到咨询信息，并及
时接入进行回复答疑。办事
群众的疑难问题，不仅能收
到实时回应，得到专业权威
的解答回复，也有效解决了
不同窗口单位建有不同客服
系统，各客服系统效果良莠
不齐的问题，同时还能避免
因窗口电话经常占线而不能
及时回复而引发的群众不
满。

“推行窗口‘云客服’系
统，主要是深入贯彻落实‘极

简审批、极速办理、极优服
务’理念，充分发挥‘互联网+
政务服务’优势，为企业和办
事群众提供即时高效、方便
快捷的咨询指导服务。该系
统的最大好处就是建立统一
的客服平台，不分部门不分
业务均可在该平台上进行咨
询，真正做到‘一号解百问、
办事一号清’。”烟台开发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人
说，“前主要在商事登记、不
动产登记、户籍、出入境、车
管所、公积金、医保、社保等
办件量大、群众关注度高的
窗口单位试运行，待条件成
熟后，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工
作机制，逐步扩展到全区所
有政务服务窗口。”

精心服务设备定检

为保障特种设备安全，助力企
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从3月16日
起，烟台市特检院牟平工作站有序
开展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至今，共计
检验电梯500多台、起重机械100多
台、叉车100多辆。

(通讯员 曲苇 金鹏)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烟台市特检院牟平工作站认真
履行职能职责，特事特办，开足马
力，用精湛的检验技术和优质、高效
的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按下“加速
键”，为全区打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
工复产两场“战役”贡献力量。

(通讯员 曲苇 金鹏)

为企纾困,落实金融扶持政策

烟台召开文旅企业金融服务对接会
本报烟台4月2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王敬礼 ) 4月20
日，记者从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获
悉，为进一步落实金融扶持政策，搭
建文旅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平台，
帮助文旅企业纾难解困，近日，市文
化和旅游局组织召开文旅企业金融
服务对接会。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烟台中心
支行、烟台银保监分局、中国银行烟
台分行相关负责人，市旅游协会、市
旅游饭店协会、市旅行社协会、中传
文化旅游发展烟台有限公司、蓬莱
开元酒店有限公司、蓬莱八仙过海
旅游有限公司等12家行业协会、企
业相关代表参加会议。会上，参会文
旅行业协会和企业介绍了疫情以来
本行业、企业经营现状、目前面临困
难及融资需求。各金融机构认真了
解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从适合的信
贷融资产品、相关惠企措施、支持政
策等方面与企业积极展开互动交
流。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银行保险科
科长崔立国详细解读了国家、省、市
各级相关扶持政策，建议各文旅企
业积极响应企业金融辅导员制度，
享受“零距离”的综合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烟台中心支行货币信
贷管理科科长孙伟力针对企业提出
的融资难、融资慢等问题，介绍了网
上融资的条件流程和商业银行相关
信贷产品等。

烟台银保监分局普惠金融科科
长张彦霞针对疫情期间小微企业更
加迫切的资金需求，建议各小微企
业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协作交
流，让更多银行能够对接企业需求、
精准提供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普惠金融事
业部总经理孙守东向与会企业介绍
了中国银行“文旅春天贷”、房抵快
贷、税易贷、利业通宝、中 银网融
易、政银宝等文旅企业特色产品，并
对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

市文化和旅游局张博副局长表
示，希望金融机构在为文旅企业减
免逾期利息、下调利率、延长还款期
限、无还本续贷、应急转贷、稳定授
信、创新产品等方面进一步强化措
施，强化服务，及时为文旅企业输
血。希望文旅企业积极应对新形势，
研究新变化，采取新举措，加快转型
升级，增强造血能力，与金融机构一
起携手走出当前困境，实现合作共
赢。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继续发挥好
桥梁和纽带作用，竭尽全力为文旅
企业服务。通过建立微信群搭建线
上银企沟通交流平台，加大金融支
持政策和产品的宣传力度，协助文
旅企业用足用好行业扶持政策，做
到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应用尽用，
真正实现金融和资本与文旅企业更
加精准有效对接，有效纾解企业面
临的资金困难，推进烟台市文旅业
加快复苏。

特检快讯

学院西路道路改造工程计划五月上旬完工

20日，记者从烟台市城管
局市政养护中心了解到，学院
西路道路综合改造提升工程
已启动，这是市区道路综合改
造提升工程中继港城东大街、
化工南路、西南河路、滨海东
路之后进场施工的又一条道
路，工程计划五月上旬完成。

学院西路道路综合改造提
升工程南起轸大路北至双河东
路，全长588米，工程涉及车行
道基层局部补强和铣刨罩面施
工，港湾式公交站点改造以及
南北路口中央绿化带改造等。
该工程采用半幅封闭作业方

案，前期先对东半幅进行施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菁 通讯员 王丽媛 吴
秀林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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