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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半山半岛 (A

地块)11～13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石药投资有限公司的

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烟
霞大街566号半山半岛(A地块)11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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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至2020年10月25日在
烟台市牟平区烟霞大街566号半
山半岛营销中心公示栏进行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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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
关于共享座椅的招商公告

一、招标人：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二、项目名称：济铁旅服
烟台经营部共享座椅招商

三、经营业态：共享座椅
四、谈判方式：二轮报价、

综合评比
五、位置及台数：烟台站

东候车室、荣成站、威海站、烟
台南站、莱阳站、即墨北站候
车室合计1020台

六、报名时间：2020年10月
15日-2020年10月23日，每日8:
30时至11:30时、14:00时至17:00
到山东济铁旅行服务有限公
司烟台经营部二楼会议室报
名，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马
路135号。

七、申请文件交纳截止时
间：2020年11月3日9:00

八、联系人：刘女士(烟台
经营部) 电话：0535-2965526
手机：13181518382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 (记者
李雯娅 ) 15日上午，2020中

国(烟台)核能安全暨核电产业
链高峰论坛、2020中国国际核
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开幕式在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中国
工程院院士于俊崇，全国政协
常委、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
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王瑞祥，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
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邓召军分
别致辞，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飞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叶
奇蓁，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宜灿，
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董事长
刘建林，烟台市领导王中、于松
柏出席。

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在致
辞中指出，核电产业综合优势突
出，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烟台

市坚持把核电产业作为战略性
新兴产业重点培育，形成了坚实
的产业基础、完备的配套体系、
一流的创新资源和可靠的要素
保障。下一步，将以举办核电产
业链高峰论坛和中国国际核电
工业及装备展览会为契机，围
绕建设国内领先的核电技术研
发高地、核电人才集聚高地、核
电产业示范高地，进一步壮大
核电产业发展规模，集中打造
核电装备制造园区、新能源装
备科技园区和产学研聚集区；
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综合利用
效率，加快实现核电向核能转
变、单一核能向多能综合利用转
变；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尽快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
科技研发成果、孵化一批核电创

新企业；进一步加大科普宣传力
度，实施核电科普五年行动，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核电的认同
感和安全感。

开幕式上，中国核学会核能

综合利用分会、先进核能装备综
合模拟实验平台、环渤海产业金
融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有关方面
就共建烟台国家级核电创新平
台、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白鹭新能

源产业基金、莱山产城结合军民
融合示范园、华润风光新能源基
地等签署合作协议。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嘉宾进
行了巡馆。

2020中国(烟台)核能安全高峰论坛启幕
中国核学会核能综合利用分会、先进核能装备综合模拟实验平台、环渤海产业金融服务中心揭牌

塔山南路与观海路立交桥主路今早通车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张菁) 记者从烟台市住建局

获悉，经过项目部近4个月紧张
奋战，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
口立交桥主路已建成具备通车
条件，在10月16日早开放交通，
项目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
工、当年通车。随后，该项目将
转战辅路建设，确保实现年底
通车目标，为塔山南路的全线
贯通提供保障。

14日上午，记者来到塔山
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立交桥施
工现场，工作人员正井然有序
进行收尾工作。塔山南路与观
海路交叉口立交桥工程的工程
概算2 . 17亿元。

项目位于塔山南路东段与
观海路交叉口处，设计采用观
海路主线下穿，辅道与塔山南
路平面交叉的形式，其中观海
路主线采用双向6车道，两侧辅
路各2车道，红线宽度56 . 5米。
观海路主线下穿通道总长度
540米，其中桥梁长度90米，北
侧敞开段长度260米，南侧敞开
段长度190米。通道两端与现状
道路渐变宽度顺接，顺接缓和
段长度各50米，并结合道路路
口渠化及公交港湾进行设计。
同时对工商学院人行通道、大
门及门前广场进行建设。

据烟台市住建局四级调研
员刘新海介绍，塔山南路与观
海路交叉口立交桥项目3月2日
完成设计招标，3月29日施工监
理企业进场施工，4月份主体工
程全面展开，在上半年受疫情
影响的情况下，前期利用2个半
月时间进行了辅路的管线、绿
化、路灯外移等工作，比原计划
提前20天完成辅路临时通车。

从6月13日展开下沉主路的施
工后，整个工程进入全面抢赶
状态，坚持24小时不间断施工，
科学安排各项工序，最终实现
下沉主路4个月即可通车。

在施工现场，烟建集团市
政路桥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
责人孙贝贝告诉记者：“该工
程主要通道的混凝土工程和
砂砾工程已经全部完成，目前
正在进行侧墙的钢钙板装饰
工程施工和整个地下通道的
灯光、交通警示牌的安装以及
防火涂料的喷涂施工，时间
紧、任务重，我们将确保16日
早实现通车。”

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
立交工程作为塔山南路配套工
程，建成以后将有效提高塔山
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的交通通
行效率，减少拥堵及隧道内排
队等候等现象，对保障塔山南
路顺利通行具有重要意义。项
目建成后为南北双向10车道，
观海路上的直行车辆，将通过
下穿隧道无障碍通行，观海路

和塔山南路上右拐与左拐车
辆，走隧道上方路面，由交通信
号灯引导通行。

据刘新海描述：为尽快促
使观海路与塔山南路实现顺
接，项目部立即转战辅路建设
及后续的绿化等工作，继续保
持抢赶状态，倒排工期、加班加
点，力争11月底完成下沉立交
项目整个施工任务，打通最后
一个节点，为塔山南路的全线
贯通做好保障。

烟台市住建局提醒广大市
民驾驶员，为了尽早开放主路
交通，为确保截水沟等部分附
属设施工程质量，鉴于近期天
气降温较大，项目部将延长其
养护时间。在主通道南北两侧
路面覆盖钢板，做到通行畅通、
质量养护两不误。同时，该路段
交通监控设施将与道路同步投
入使用，敬请广大驾驶员谨慎
驾驶。行人及非机动车辆从黄
海路、清泉路和桐林路绕行,观
海路(黄海路至桐林路段)禁止
通行。

烟台开展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
“专供”标识商品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姜立强) 记
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开展
网络销售和宣传“特供”“专供”标
识商品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
网络商品交易(特别是互联网二
手交易和拍卖平台)及互联网广
告中的商品，以“RMDHT”(人民
大会堂)、“ZXYJ”(政协用酒)、

“QGRD”(全国人大)、“GYZY”
(国宴专用)、“JD”(军队)等拼音

缩写、汉字谐音等“暗语”方式，在
销售商品的包装、标签以及发布
的信息、介绍中或商品广告中使
用“特供”“专供”及类似内容的行
为。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查
处。同时，市市场监管局呼吁全
体市民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维护市场消费环境，如
有发现上述违法线索，请您拨打
12345或12315热线进行举报。

以案说法、互动答疑
市总工会《民法典》宣讲走进工地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邱春波) 10
月14日，烟台市总工会“尊法守
法·携手筑梦”服务职工公益法律
服务队走进中建二局烟台阳光
100城市广场二期项目部宣讲《民
法典》，以案说法，互动答疑。

破解高空抛物坠物难题，个
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
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聚焦百姓关切，这些内
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让建筑工
人对《民法典》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互动环节，建筑工人围绕关心
的问题提问，服务队员结合案例
进行答疑，现场气氛活跃。服务队

员现场向建筑工人们赠送了《民
法典》宣传材料。天气渐冷，服务
队员还为建筑工人们带来棉被、
毛巾、保温杯等物品，感谢建筑工
人为烟台城市建设的付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
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
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下一
步，烟台市总工会、鲁东大学、烟
台市司法局、烟台市律师协会“尊
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职工公益
法律服务队将通过各种形式积极
开展《民法典》宣传普及工作，以
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把关心关怀农民工的举
措落到实处。

观海路主线下穿通道总长度540米。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菁 摄

本报烟台10月15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孙美春) 记

者从烟台清泉供热公司获悉，
为切实做好今冬供暖工作，清
泉供热公司在9月20日前已完
成所有管网及各二级站等设备
的维修保养工作；完成了142个
站网、电气设备和2480余个阀
门的检修、保养及更换工作；完
成了42台板式换热器的清洗工

作，为今冬采暖期集中供热工
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

据了解，从10月4日开始，
各运行处对所有已经供过热的
小区二级网陆续进行试压，根
据试压工作安排，预计二级网
将于10月31日前试压完毕，到
11月8日，除去有特殊情况的供
热小区所有一、二级管网全部

试压调试就绪，具备供热条件。
对于试压或运行技术方面

的问题，各热用户可以拨打各
小区所属换热站电话，农业大
学运行处服务电话6923607、
6925467，清泉小区运行处服务
电话：6702607，三高校运行处
服务电话：6897123，烟大南校
运行处服务电话：6701327，西
解甲庄运行处：6761609。

清泉供热已启动二级网试压
预计二级网将于10月31日前完成试压工作

15日开幕式上，有关方面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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