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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投资贷款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遗失声明
栖霞市司法局官道司

法 所 公 章 丢 失 ，声 明 作

废。

莱阳维利亚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莱阳维利亚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370682MA3C959892)

经 股 东 决 定减少 注 册 资

本，由原2000万元减少到

1000万元，请相关债务债

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做申报债

权。

特此公告。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明，于

2020年9月18日，在烟台市

莱山区解甲庄街道东解甲

庄村捡拾壹名男婴。请丢

失或遗弃该婴的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和

证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

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领，将被依

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明，

于2019年4月28日，在牟

平区水道镇八甲夼村高

政波家门口捡拾壹名男

婴。请丢失或遗弃该婴

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和证明，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内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

人认领，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本报烟台1月1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宫钧瀚 于秉
琨) 1月14日，“潮起芝罘湾·改
革攻坚谱新篇”媒体芝罘行活动
启动，近20家中央、省、市级新闻
媒体记者深入芝罘区调研采访。
2020年，烟台市芝罘区深入贯彻落
实省、市“重点工作攻坚年”部署要
求，扎实推进科教人才领域改革工
作，研究出台了《芝罘区教育改革
攻坚实施方案》等方案，在教育改
革攻坚方面，软硬件“齐头并进”，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重视人
才引进与培养，创新办学模式，开
启了芝罘教育发展新篇章。

随着烟台南部新城的快速发

展，芝罘以南新建小区数量骤增，
学龄儿童快速增长，群众就近入
学的需求比较强烈，为此，芝罘区
教体局推动建设了鲁东大学实验
小学、蓁山小学、山水龙城小学等
新校，缓解了南部新城群众的入
学压力，有力满足了群众家门口
上学需求。

近年来，芝罘区教体局坚持
以“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目标，坚
持教育民生导向，聚焦重点项目
建设，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提升教育资源均衡化水平。据
了解，全区以解决中小学大班额
问题为契机，加大投入促进教育
均衡发展，同步推进“学校新建改

扩建、布局调整、办学条件改善”三
大工程，近年来，累计投入17 .75亿
元，完成了御龙山学校等27所学校
建设任务，优化了学校布局，不断
提升全区教育均衡发展水平。

2019年，烟台芝罘区鲁东大学
实验小学正式揭牌，这所由芝罘区
人民政府和鲁东大学合作创办的
公办学校，既是校地合作、融合发
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满足人民群众
新期待、深化教育改革新实践的有
益尝试，对推动芝罘教育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自建校以来，鲁
东大学派出12人博士顾问团参与
到学校的教研、教学等方面，每位
博士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为学生

进行心理辅导、为家长进行家庭教
育讲座、来校指导教师讲课、参与
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等。同时，学校
聘请鲁东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魏雪
峰博士担任副校长，全面参与到学
校教育教学管理中。

抓教育公平，师资力量均衡
发展是应有之义。2020年，芝罘区
教体局制定出台了《2020年芝罘
区中小学教师轮岗实施方案》，着
力推动更多优质教师向相对薄弱
学校流动，全年累计轮岗交流148
名教师，其中127名优秀干部、骨
干教师被安排到相对薄弱学校任
职任教，进一步促进了全区师资
力量的均衡。

在2020年的教师招聘中，芝罘
区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社会公
开招聘、省公费师范生竞岗选聘
等方式，引进了高层次人才109名，
占2020年招聘总人数的54 . 5%，无
论是学历层次还是人员数量都是
历年之最。在完成2020年招聘计划
基础上，开展了2021年高层次人才
招聘，通过“直接面试、现场签约”
的方式，签约137人。

芝罘区教体局通过创新人才
引进机制，吸引高层次人才，不断
壮大教师队伍，将每年新补充教
师的70%以上安置到城郊学校，
建立倾斜薄弱的教师调配机制，
促进师资的均衡发展。

芝罘区教育软硬件“齐头并进”,创新模式开启新篇章

“十三五”完成27所学校建设任务

铁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本报烟台1月14日讯(记者
梁莹莹)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配合各地
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
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来不
便，自发售2021年2月12日(正月
初一)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调
整为15天，即1月29日起售2021年
2月12日(正月初一)车票。1月14
日至1月28日，只发售2月11日(除

夕)及以前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同一

起售时间通过12306网站、铁路
12306手机App、电话订票、自动
售票机、车站窗口和代售点方式
购买车票，具体起售时间可通过
12306网站(含客户端)查询。

自1月14日起，旅客因行程改
变需退票的，免收退票费的时间
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上

同比例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
日)以上；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按
48小时以上、48-24小时、24小时
以内梯次退票收费规定执行；办
理改签和变更到站业务时，仍不
收取改签费用；其它情况仍按原
规定执行。

如遇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
出行需要办理退票的，铁路部门
将及时公告相应退票措施。

执行再添利器！

龙口法院构建“执行+保险”融合机制
本报烟台1月14日讯(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曲文) 继龙
口法院执行局联合京东、阿里为
执行拍卖按下“快捷键”、携手检
察、公安，联动促进执行之后，龙
法执行再添利器。记者从龙口市
人民法院获悉，13日上午，龙口法
院执行局举办新闻发布会，该院
与华海保险、大地财险、阳光财险
签订继续执行责任保险项目战略
合作协议，深化“执行+保险”融合
机制，打通实现公平正义“最后一
公里”。

为有效解决部分被执行人利
用法律规则，蓄意阻碍执行进度
的问题，切实保障申请执行人权
益兑现，1月13日上午，龙口法院
执行局举办新闻发布会，与华海
保险、大地财险、阳光财险签订继
续执行责任保险项目战略合作协
议，深化“执行+保险”融合机制。

据介绍，在执行工作开展过程
中，部分案件被执行人、案外人经
常会以反复提出执行异议的方式

刻意阻碍执行进度，导致财产无法
处置，执行周期过长，人为造成了执
行难局面。为解决这一难题，保障申
请执行人的权益，龙口法院深入推
动与各保险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共同构建法保联动合作机制。

龙口法院执行局负责人王锡
朝介绍，合作签约后，申请执行人
可以通过购买继续执行责任保险
的方式提供担保，要求法院继续对
涉案标的物依法处置，从而加快执

行进度，助力化解执行难。与传统物
保、财保等担保方式相比，继续执行
责任保险具备风险成本低、经济成
本低、财产处置效率高等优势。

“执行+保险”的合作模式，既
是保险的创新，也是司法的创新，
能够实现当事人、法院、保险机构的
多方共赢。下一步，市人民法院将进
一步总结工作经验，完善合作机制，
更好地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权益实
现，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

海阳市场监管局
高效服务、严格执法获赠锦旗

本报烟台1月14日讯(记者
李顺高 通讯员 王倩)

近日,天津市鑫兴坚果食品有
限公司山东区打假专员姚飞专
程从济南驱车来海阳，为海阳
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队送来
一面印有“为企业保驾为经济
护航”的锦旗，对执法大队在高
效维权、严格执法中所做的工
作表示感谢。

2020年12月14日，海阳市
场监管局稽查大队接到天津市
鑫兴坚果食品有限公司打假办
公室专员投诉,海阳市某水果
批发部销售侵犯该公司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张笨仁”牌打手瓜
子。

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
对该水果批发部进行现场检
查，经检查，该店内发现标称为

“张笨仁”牌打手瓜子65箱。上
述瓜子，经天津市鑫兴坚果食

品有限公司打假办公室专员现
场鉴别并出具《产品鉴定书》，
确定为侵犯该公司注册商标专
用权。执法人员对涉嫌侵权的
瓜子进行了查封扣押并给予2
万元行政处罚。

市场监管局这种高效维权、
严格执法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天
津市鑫兴坚果食品有限公司的
高度肯定。接过企业送来的锦旗
后，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员表示，

“企业的赞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认
可，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下一步，海阳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
击各类商标侵权违法行为，坚
决维护市场秩序和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争当合格的市场卫
士。

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如
果发现假冒伪劣商品或者消费
权益受到侵害请拨打12315。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前列腺炎
提及前列腺炎，很多久

病缠身的老病号说得最多的
就是：太难缠，不容易治疗。
莱山区的钱先生却用一个疗
程，治好了前列腺炎。

“治疗前列腺炎的关键
就在于及时和得法。”北京协
和医院臧美孚教授曾指出。
要做到及时好办，前列腺炎
一般伴随着尿频、尿急、尿不
尽、尿滴沥等情况，男性朋友
只要一出现这些情况及时到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这样的专
业医院诊治就能做到。得法，
如何才能做到呢？

“前列腺炎治疗的关键
在于突破前列腺的脂质包
膜，让药物能够直达病灶。”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前列腺
专家贾开敬主任表示，普通
的打针吃药是做不到，这就
是治疗不得法。得法的做法

就是要采用专业的手段。
建院20年来，烟台新安

男科医院一直致力于更快
更好地治好前列腺炎，治疗
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目前仅
在治疗前列腺炎方面就有
数十项治疗效果好的治疗
方法，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
治疗前列腺炎方面成果显
著。该疗法将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经过十多年钻研，研发
出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中药
专方制剂：清泉胶囊(获省
级成果认证并取得生产批
号)，与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引进的数十项代表前列腺
治疗水平的技术，如ECO前
列腺多能效应治疗系统、ZD
前列腺电场磁热治疗系统、
MCVIE前列腺治疗系统、
前列腺场效消融系统、ZRL
前列腺腔道介入系统等有

机结合起来，可以根据不同
患者的不同病因，量身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治疗
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有这
样好的治疗技术，一个疗程
治好前列腺炎不是大话。每
年数千人次各类前列腺炎治
疗成功案例就是见证。

岁末年初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送健康：网上挂号仅需1
分钱，男科检查仅需30元，治
疗最高援助1000元，咨询电
话：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众
号：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签约现场。通讯员 曲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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