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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植植物物园园预预计计年年底底前前完完工工
“五一”期间，8个园区已经免费开门纳客

两件集体商标

莱州成功注册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张京亮 刘宁宁) 近

期，“莱州市海参产业协会及图”集
体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局分别在海参(活的)、海参(非
活)2个类别上同时核准注册。这2件
集体商标的成功注册，一举填补了
该市无集体商标的空白，实现零突
破。目前，莱州市已成为烟台市(继
长岛县后)第二个拥有集体商标的
县级市。

集体商标是指以团体、协会或
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供该组织成
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以表明使用
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莱州市海参产业协会集体商
标的成功注册，把莱州市22家协会
会员企业和个人的力量集中起来，
形成拳头产品，促成数量优势和质
量统一管理，从而弥补了企业规模
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力量不足的缺
陷。

推出便民措施

新增企业394家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张京亮 郑杰 ) 自3

月份新的企业登记制度实施以来，
诸多优惠便民措施也激发了企业
注册热情。据莱州市工商局统计，
今年1-4月份，新注册登记私营企
业394户，个体工商户675户，新增
民营注册资本8 . 2亿元。

按照“先照后证”的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要求，莱州市对部分经营
行业的业户在领取营业执照后，登
记窗口工作人员向其告知还需要
办理那些行政许可手续，需要到哪
些审批部门办理，从而为业户提供
了便利，节省了时间。

今年1-4月份，莱州工商局提
供咨询服务2200多人次，新注册登
记私营企业394户，个体工商户675

户，新增民营注册资本8 . 2亿元，为
56户企业办理了冠省、烟台市行政
区划名称登记，为32户个体工商户
转型升级为有限公司，为企业办理
注册商标申请36件。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王永军)

“五一”期间，还在建设中的烟
台植物园免费开放了8个园区，供
市民游玩。4日上午，记者来到烟台
植物园，发现各类园区内植被葱
绿，景色宜人。据了解，烟台植物
园预计年底前全部完工。

4日上午，沿着莱源路一路南
行，记者来到了还在建设中的烟
台植物园。门口的几何形状大门
别具一格，上面写着烟台植物园
几个大字。沿着游览道路一直往
里走，摆放了大量小盆花。

进入植物园，首先进入视线
的是古树园，车梁木、楸木、皂角、
白蜡等十余树种在此扎根。不远
处的玉兰园占地约36 . 75亩，院中
有11种1052株玉兰。

据了解，古树园、牡丹园、玉
兰园、梅花园、海棠园、儿童认知
园、紫薇园、木槿园等8大专类园区
已经基本建好，“五一”期间免费
对游客进行开放。

烟台植物园由莱山区政府投
资建设，总投资12亿元，占地3000

余亩，规划建设专类植物园区、观
赏温室、科普展览馆及相关基础

设施，将以莱源路为界分为东西
两区，布局海棠园、山茶园、玉兰
园等专类园区26个，填补了烟台市
没有大型植物园的空白。

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可举办
桃花节、樱花节、梅花节等多项大
型花展，专类园和花展数量、档次
均居全国前列。其中西区的古树
园汇集了黄连木、皂角、木瓜等十
多种百年以上古树100多株。

等植物园全部建成后，将拥
有植物1200多种、40多万株，其中
国家三级以上保护植物110多种、
3500多株，成为集植物观赏、休闲
娱乐、旅游接待、养生体验、科普
教育、花展节庆功能于一体的全
国一流综合性植物园。

烟台植物园预计年底前将全
部完工，投入使用后将是市民假
日休闲娱乐的好选择。各式植物
专类园区、温室等为旅客提供四
季不同的景色体验，预计每年可
吸引游客100万人次以上。

烟台植物园地址位于莱山区
莱源路中段，沿迎春大街、莱源路
向南。市民也可乘坐55路公交车，
在“烟台植物园站”下车。 烟台植物园内分很多小园区，“五一”期间，8个园区免费向市民开放。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莱州工商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衣涛 ) 为改
善沂南小学孩子们的生活条
件，5月18日，蒲公英公益组织
将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援建小学
募捐倡议，如果您也愿意帮忙，
可直接汇款参与其中。

每年，蒲公英志愿者都会走
访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学。在沂南
县，志愿者们考察发现了三所师
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极其简陋
的贫困小学，为了改善孩子们的
学习条件，蒲公英公益平台打算

将三所小学合而为一，并将其命
名为“蒲公英小学”。

“看到孩子们在那么艰苦的
环境下学习，我心里真的很不是
滋味，希望能够这次活动改善他
们的学习环境。”蒲公英公益组
织烟台站的负责人丁晓静说。

记者了解到，蒲公英公益
平台通过评估，预算大约需要
140万元援建经费，目前已经募
集到115万元，还有25万元的缺
口需要全国各地的蒲公英种
子、爱心企事业单位、各界人士

共同努力。
丁晓静说，上周蒲公英组

织总部跟全国各个城市的负责
人电话沟通后，在4月26日初步
敲定，全国各地的蒲公英组织
将在5月18日同一时间进行一
次义演义卖活动，为援建沂南
蒲公英小学筹措资金。“我昨天
刚把‘蒲公英小学援建烟台站
募捐的账号’公布出去，现在已
经有几个人打款过来了，相信
未来一定能将这笔善款集齐。”

丁晓静说，如果有企业愿

意捐赠善款用于援建可以直接
冠名，如“某某蒲公英小学”。具
体的冠名方法可再协商。

烟台地区的蒲公英种子
们，如果你们也想为援建“沂南
蒲公英小学”奉献一份力量的
话，可直接汇款至丁晓静账户：
6217 7326 0002 8041，打款后
请将自己的网名、善款金额及
用途发短信至13468455880。烟
台地区捐款情况将在蒲公英公
益 组 织 烟 台 站 的 Q Q 群
(241463309)滚动公布。

援援建建沂沂南南小小学学，，““蒲蒲公公英英””邀邀您您参参与与
目前140万元的援建经费还有25万元缺口

房房企企暖暖场场攒攒人人气气
““五五一一””楼楼市市下下单单少少

“五一”假期，港城开发商
使出浑身解数，进行了各种暖
场活动，意在为“红五月”开个
好头。不过，受整个大环境影
响，多个项目蓄客不足，烟台楼
市未出现火热的局面。

“只能说一般吧。”烟台一
楼市调研机构人士告诉记者，

“五一”期间，不少市民外出旅
行，开发商不会选择在这个时
间开盘，而是进行各种暖场活
动来吸引客户，增加蓄客量。从
目前在售的比较热的项目反馈
情况来看，“五一”假期三天，好
点的项目也就销售10套左右。

据了解，去年“五一”期间，
烟台六区楼市成交199套，为

“红五月”开了个好头。“今年楼
市没有出现去年火爆的情况。”
业内人士称，四月港城楼市平
淡收场，从供应量等方面看，五
月楼市会比四月好。而开发商
也会发力，加大促销，冲刺上半
年成交量。但不会出现去年的
火爆情况，今年上半年烟台楼
市估计成交量不会出现暴涨，
价格也不会暴涨暴跌，“刚需客
户借助5月开发商促销之际出
手，说不定能选到优质房。”

本报记者 李园园

烟烟台台两两人人
获获““山山东东青青年年五五四四奖奖章章””

4日是五四青年节，记者
从团市委获悉，长岛县南隍城
村党支部书记、烟台南隍城海
珍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盛平和中集海洋工程研究院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滕瑶获
第18届“山东青年五四奖章”。

近日，共青团山东省委、
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决定，授予
20名青年第18届“山东青年五
四奖章”。团市委、市青联推报
的长岛县南隍城村党支部书
记、烟台南隍城海珍品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盛平和中集
海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滕瑶两位同志获此
殊荣。

“山东青年五四奖章”是
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青年
联合会授予山东青年的最高
荣誉。截至目前，评选活动已
举办了18届，表彰了一批在山
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表现
突出、贡献卓著的青年先进典
型，激励和引导广大青年积极
投身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事业，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
响。

本报记者 刘清源 通
讯员 刘永顺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王
晏坤 ) 老鼠虽小，但很多人
对它抱有恐惧心理，除了认
为它长相难看外，主要原因
是认为老鼠会传播疾病。而
春季是老鼠繁殖高峰期，也
是灭鼠高峰期，烟台市芝罘
区将在这个季节集中开展灭
鼠活动。

据了解，芝罘区爱卫办近
期采购了1100公斤的灭鼠药，

已经发放到了辖区各街道办
事处，将在全区开展大面积、
大范围的集中灭鼠活动，活动
将持续到6月底，确保进一步降
低鼠类危害，预防和控制老鼠
传播疾病。

为了能够确保鼠药的投
放安全，达到灭鼠效果，芝罘
区中心城区40万平方米的拆迁
区片被列为重点投药区域，可
以避免拆迁后爆发大规模的

鼠害。
此外，投药重点部位还包

括居民区的外环境、垃圾道、
楼道、污水井、绿地花坛等，各
类公共区域、闲置空地及河
坡、下水道、收水井、公园及公
共绿地、垃圾转运站等，各单
位内部的外环境及仓库、食
堂、更衣室、宿舍等。

在此次灭鼠工作中，要求
全区居民区投药的覆盖率达

到98%以上，还要做好投药登
记。

那么在饭店、酒店等行业
投放鼠药会不会有危险呢？其
实在饮食服务行业是不允许
使用药品灭鼠的，须用物理灭
鼠法，例如用老鼠夹、黏鼠板
之类的。本报特别提醒市民，
在全区集中开展灭鼠活动期
间，请看好自家小孩及宠物，
避免误食。

芝芝罘罘区区集集中中灭灭鼠鼠，，请请看看好好孩孩子子
1100公斤灭鼠药发放至各街道，灭鼠活动持续到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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