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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B02 城事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凤凰琉璃海9号

楼各业主：

受烟台碧和房地产有限公司

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烟

霞大街588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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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2日至2021年4月21日在

烟台市牟平区烟霞大街588号17号

楼(销售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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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2日

本报烟台4月12日讯(记者
任鹏鸿 张菁 通讯员 郭磊

毕庶刚) 4月11日、12日，烟台
市气象局分别发布了降水降温
的预报和霜冻蓝色预警信号，受
暖湿气流和地面气旋共同影响，
11日夜间到12日上午，烟台市出
现明显的降水天气。受冷空气影
响，12日夜间到13日白天，烟台
气温将明显下降，预计14日早晨
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3℃左右，
内陆地区0℃左右，地面最低温
度将下降到-3℃～0℃，全市大

部分地区有霜冻，内陆部分地区
有冰冻。

记者从烟台市水文中心获
悉，4月11日21时至12日6时的降
雨，全市平均降水量9 . 7毫米，最
大点为牟平区水道站22 . 5毫米，
较大点有：高新区辛安站20 . 0毫
米、栖霞市唐家泊镇牙山站19 . 5
毫米。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
量96 . 8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多
1 6 . 1 % ，比 历 年 同 期 偏 多
103 . 8%。

烟台市气象台4月12日14时

40分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受
冷空气影响，预计14日早晨的最
低气温，沿海地区3℃左右，内陆
地区0℃左右，地面最低温度将
下降到-3℃～0℃，烟台市大部
分地区有霜冻，内陆部分地区有
冰冻。

本次降温是否属于“倒春
寒”？对农业等方面有哪些影响？
本次降水又能否降低烟台市森林
火险等级？

对此，烟台市气象局宋预报
员解释说，“倒春寒”一般是指在4

月下旬，气温已经升至较高的状
态时出现的降温情况。本次降温
从时间上来说还偏早，并不能算
是“倒春寒”，只是一次正常的降
温过程。

对于农业方面，因为目前
正逢许多果树的开花期，本次
降温会伴随出现有霜冻及冰冻
情况，对于开花期果树将有一
定影响，对于其他农作物、蔬
菜、花卉等也有影响，提醒大家
注意防范。

针对森林火险方面，前期

烟台市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本
次降水将使森林火险情况有所
缓解，但随着降水过程的结束，
气温再度升高，空气干燥，森林
火灾风险将再度升高，还需继
续注意。

烟台市气象台12日发布防御
指南：政府及农林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做好防霜冻准备工作；对农
作物、蔬菜、花卉、瓜果、林业育种
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农村基
层组织和农户要关注当地霜冻预
警信息，以便采取措施加强防护。

明天地面最低温-3℃，多地有霜冻
不算“倒春寒”，对开花期果树有一定影响

把“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家门口”

“河南安阳-山东烟台”东向国际物流大通道启用

本报烟台4月12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张磊 姜

山 ) 记者从山东港口烟台港
获悉，4月8日，从河南安阳发出
的首列陆海联运出口尿素班列
顺利抵达山东港口烟台港，首
批2000余吨尿素将在港口卸车
后装船发往国外，真正把“出海
口”搬到内陆企业“家门口”，标
志着“河南安阳-山东烟台”东
向国际物流大通道正式启用，烟
台港多式联运通道建设实现新
突破。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
决战。从3月18日山东港口烟台
港携手山东港口物流集团，与
万庄安阳物流园正式签署内陆

港战略合作协议，到4月4日首
列尿素出口班列在河南安阳发
车，在短短17天时间内便实现
项目快速落地，山东港口万庄
安阳内陆港项目自此进入具体
投运阶段。

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求突
破。依托山东港口一体化改革发
展平台，烟台港积极对接山东港
口各板块公司，与各板块公司协
调联动、合力发展。率先与山东
港口物流集团签署协同发展协
议，并携手在河南安阳设立内陆
港开展化肥出口集港新业务，借
助物流园区“仓储分拨、期货交
割、国家储备、现货贸易、多式联
运、供应链金融”等政策优势，为

化肥企业和化肥贸易商提供全
链条服务，实现烟台港“精装化
肥”服务品牌、物流集团“全城全
域全链条”物流网络、河南安阳

“豫北要冲，四省通衢”腹地资源
的强强联手、优势叠加，致力构
建“以化肥为主、其他大宗散货
集装箱为辅”的公铁海多式联
运、重来重回绿色物流新模式，
以“内陆港+海洋港”为战略合
作纽带，一体描绘“山东港口烟
台港-中国化肥集散中心”“万
庄安阳物流园-全球化肥供应
链配置中心”发展蓝图，助力山
东港口内陆港集群再扩大，更好
服务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第五届文旅惠民消费季启动

发放一百万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本报烟台4月12日讯(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王竞男 通
讯员 旅宣) 记者从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获悉，4月10日，第五
届烟台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
启动仪式暨“山东人游山东·发
现新烟台”主题活动在烟台山公
园广场举办。

烟台文旅消费季千家合作
企业代表，烟台胶东剪纸文化创
意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巧艳，以依
法诚信经营、遵守行业规范、杜
绝虚假宣传、提升服务水平、开
展惠民酬宾活动、争做文明的践
行者、传播者六项内容宣读倡
议。

为方便消费者更好地体验
文旅成果，烟台市文旅局全省首
创制定了首批千家文旅消费企
业电子地图，通过烟台文旅云电
子地图，随时随地都可以扫描千
家文旅企业信息，方便消费者查
询使用。

上午10时30分，“第五届
烟台文旅惠民消费季启动仪
式”现场，烟台发放文旅惠民
消费券 1 0 0万元，涵盖书店、
文化培训、电影院、剧院、非
遗 企 业 、旅 游 景 区 、文 化 娱
乐、文创及特色旅游商品、文
化体验等领域知名文旅企业。
特别提示：通过扫描烟台文旅
公众号-点击文旅服务-惠民
消费季-进入领券中心进行实
名 认 证 ( 消 费 时 需 要 实 名 认
证 ) -点击抢券成功后就可以
消费抵减。

“山东人游山东·发现新烟
台”主题活动以“春寻、夏爽、秋
赏、冬乐”为时间轴线，突出惠
民、消费、融合三个特点，推出四
季旅游产品。春季旅游产品，包
括赏春踏青、研学亲子、民俗体
验、暖心惠民四大系列百余项活
动，打造“春游烟台”的N种玩
法。

烟台公布特种设备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情况

立案调查37起违法行为

本报烟台4月1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洪安) 记
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烟
台公布特种设备安全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自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共排查
企业9492家，发现各类问题4058
条，下达监察指令书572份，对37
起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烟台全市共有特
种设备113198台，其中在用特种
设备92094台，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13098家。全市共有取得许可
资质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492
家，其中包括设计单位22家，制

造单位67家，气瓶充装单位196
家，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11
家，安装改造维修单位196家。

大排查大整治启动以来，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企业
排查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全市
共排查企业9492家，发现各类问
题4058条，下达监察指令书572
份，对37起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

狠抓问题和隐患的整改。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全部实
行台账清单管理，坚持边查边
改、立查立改，目前已经完成整
改3124条。对一时无法彻底整改

的隐患，落实严格防控措施，确
保不出现问题。

下一步，烟台将坚决抓好
问题隐患的整改落实，狠抓特
种设备定期检验，实现在用特
种设备应检尽检，定检率持续
保持100%。切实保障群众乘梯
安全。全市3 . 88万台乘客电梯
全部纳入了96333电梯应急平
台系统，实现了应急指挥救援
调度全覆盖。同时，抓好特种设
备作业人员全员安全教育培
训，聘请技术专家深入查找隐
患，通过严格执法倒逼企业履
行安全主体责任。

优势互补
推进安全大排查

近日，烟台市特检院海阳工作站
与海阳市市场监管局徐家店所，多措
并举，扎实推进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确保特种设备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通讯员 金鹏)

院企合作保安全
携手共建促发展

为积极响应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助力烟台市海
洋经济和海工装备建设取得新发
展。近日，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
院与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通讯员 金鹏)

“河南安阳——— 山东烟台”东向国际物流大通道正式启用。通讯员供图

特检快讯

大马路(虹口路至滨海北路)路段

17日、18日封闭施工

本报烟台4月12日讯 (记者
张菁 通讯员 李畅 ) 记

者从烟台市市政养护中心获
悉，因道路改造施工，大马路

(虹口路至滨海北路)4月17日-
18日全封闭，禁止通行，请过往
车辆提前选择绕行二马路或环
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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