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现房屋所有权人刘学宁到莱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房屋座落：西园
小区0006-2-502号 权属性质：国有 用途：住宅

建筑面积：64 . 87平方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
七条规定，房产已过户，第一手房主崔学伟联系不
到本人，现对此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告的权利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15个工作日内到莱阳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莱阳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依法准予登记。 2018年
4月27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谭业学到莱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房屋座落：富水
小区77幢341号6楼4层 权属性质：国有 用途：住
宅 建筑面积：96 . 50平方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
十七条规定，房产已过户，第一手房主吴润田、高
淑丽联系不到本人，现对此情况予以公告。若对公
告的权利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15个工作日
内到莱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没有提出
异议的，莱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依法准予登记。

2018年4月27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隋云岳、张淑珍到莱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房屋
座落：清水北路6号院0001-1-403 权属性质：国有

用途：住宅 建筑面积：45 . 82平方米。根据
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已过户，第一手

房主赵淑华联系不到本人，现对此情况予以公告。
若对公告的权利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15个
工作日内到莱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逾期没
有提出异议的，莱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将依法准
予登记。 2018年4月27日

不动产继承公示
薛盛珍对原登记于薛盛珍、薛明芝名下的不

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鸿达文化小区23幢208
号的不动产，证号为莱字第005198号)。现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对该申请进
行审查并予以公示。从2018年4月27日 至2018年5
月18日止。如对该申请有异议者，须在公示期间向
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并提交书面材料，据以复核。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
书》。

特此公示 2018年4月27日

孙波对原登记于孙胜达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
继承登记(坐落宝山小区平房10号的不动产，证号
为莱国用(2007)第2671号)。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之规定，对该申请进行审查并予以
公示。从2018年4月27日 至2018年5月18日止。如对
该申请有异议者，须在公示期间向不动产登记机
构提出并提交书面材料，据以复核。公示期满无异
议的，即予登记并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示 2018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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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猴矶岛新航线，计

划于7月份投入运营

游船在大海中航行，船尾
的螺旋桨打出一串串雪白的浪
花，翱翔于天空的海鸥，纷纷展
翅下沉，或随着船尾，或伴着船
舷，熟练地啄食着游客抛出或
还在手中的食物……在长岛的
海面，这一幕幕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画面已成为常态。

19日上午，在长岛港码头，
寻仙5号和寻仙6号游船正在靠
岸装修，以迎接旅游旺季的到
来。作为高端游船，2017年6月
份，这两艘豪华游船投入使用，
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游船体验和
感受，提高并丰富了长岛海上
游项目。相对于普通游船，这两
艘游船充满了时尚气息，更加
注重游客的乘船体验。据寻仙6
号乘务长梁议丹介绍，寻仙6号
以桃花为主题，适合浪漫的年
轻人，寻仙5号以“小小航海家”
为主题，适合亲子活动。

“在旺季的时候，一天开2-
3个航次，每个航次大约需要3
个半小时。”梁议丹说，在三层
的甲板上，都有一个寻仙台，游
客可以在此吹海风，喂海鸥，乘
风破浪，感受大海的魅力。

因良好的体验，这两艘游
船很受游客喜爱，旺季的时候，
几乎每个航次都爆满，同时会
根据季节的变化，调整海上游
线路，比如5-6月份，海鸥较多，

就会驶向万鸟岛、庙岛航线，而
在7-8月份，就会驶向大黑山
岛。

长岛丰富的海上资源，也
受到了旅游大鳄的青睐。长岛
县旅游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长岛海上游进入了高
速提升阶段，2018年，预计总投
入16条船舶，在寻仙5号和寻仙6
号两艘豪华游船的基础上，计
划再投入豪华型游船2条、共计
456客座，普通型游船12条、共计
2402客座，在原有万鸟岛航线、
大黑山岛航线和砣矶岛航线的
基础上，新开辟航线——— 猴矶
岛航线，计划于7月份投入运营。

打好“海上高尔夫”，加

快传统渔业向休闲渔

业转型

海钓，也被称为“海上高尔
夫”，是一项高端休闲运动，可
创造更多旅游产值。南长山海
域具有典型的暖温带季风气
候，每年5-12月，极为适合船钓
与路亚钓，“海钓”也成为长岛
海上游的一张名片。

在长岛佳益海珍品发展有
限公司，有一个特殊的监控系
统，海底礁石和砂砾，鱼儿欢乐
地游动，摆动的藻类，泛起的一
串串水泡……这些都通过海底
监控系统，被记录在一张大屏
幕上。

“这是个游钓型海洋牧场，
通过监控系统，可以随时查看

海洋牧场鱼儿的生长情况，对
水质进行实时监测。”长岛佳
益海珍品发展有限公司一位
工作人员介绍，去年，公司投
资建设的长岛县首个海洋牧
场多功能服务平台在小竹山
海域安装投用，开启了海洋牧
场建设智能化、装备化管理运
营新模式，加快传统渔业向休
闲渔业转型。

这个海洋牧场多功能服
务平台集牧场管理、船舶停
靠、水文监测等功能于一体，
采用光伏发电提供动力，可根
据潮汐变化通过4根37米平台
钢桩实现自行升降，为游客提
供野生垂钓、潜水采捕、海鲜
餐饮等海洋生态休闲体验服
务。该平台的投入使用，进一
步拓展休闲渔业产业链，增长
和提高了长岛休闲海钓产业的
发展及档次，带动生态旅游度
假岛建设趋于高端化特色化。

“之前公司主要从事浅水养
殖，目前在打造海洋牧场，进行
深海域养殖，同时推动传统渔业
向休闲渔业转型。”长岛佳益海
珍品发展有限公司肖经理称，自
2015年，公司推出海钓项目，目前
公司有8艘海钓船，有海钓俱乐
部和渔家乐等完善的配套设施，
在旅游旺季，非常忙碌。

长岛港陆岛交通码头

基础设施预计11月份

完工

发展海岛游，除了得天独
厚的海岛自然资源之外，连接
游客的海上交通尤为重要。在
长岛港陆岛交通码头施工现
场，记者看到，施工现场插着一
排排的彩旗，一台挖泥船正在
进行基槽挖泥工作。

长岛港陆岛交通码头项目
建设内容为新建8个客滚泊位及
8个客运泊位，总投资1 . 06亿元，
工程规划填海形成陆域长267米，
宽167米，面积4万多平米。

“这个项目总投资1 . 06亿
元，目前南直立岸壁、西直立
岸壁、北直立岸壁已经全部做
完，陆域回填完成80%，完成产
值60%。预计2018年11月30日，
整 个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全 部 完
工。”中建筑港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常迎源介绍，目前，
客运枢纽正在设计招标中，预
计2019年年底整个项目可以投
入使用。

“在产品升级方面，围绕新
旧动能转换，以高端、高质、高
效、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培育
壮大旅游市场主体为重点，将
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融为一
体，重点开发海上游、岛上游、
岸线游、乡村游、低空游等‘海
陆空’深度体验产品。”长岛县
旅游局局长宋祖德介绍，打造
让游客“玩得好、留得下、记得
住、叫得响”的特色旅游产品，
与此同时，释放体育旅游品牌
赛事活力，打造高端特色度假
产品，全面提升长岛旅游全产
业链水平。

加快旅游新旧动能转换，“发现长岛”系列报道②

开开辟辟新新航航线线，，再再增增22条条豪豪华华游游船船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蒋丽燕

说到长岛海上游，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运营船舶经历了渔船到快艇，到普通游船，再到豪华游船的升级转变变；运营航线

从最初单一的万鸟岛航线，发展到现在的万鸟岛航线、大黑山岛航线和砣矶岛航线的多线路运营；航线产品由单一的观观光、喂鸟到现

在的地质奇观、生态资源、渔业景观、八仙文化及海洋文化、海钓等相结合的综合性旅游产品，凭借丰富的大海生态资资源，长岛海上游

实现了一次次蝶变，现如今，已经成为长岛旅游的一个“金字招牌”。

近日，寻仙5号和寻仙6号游船正在靠岸装修，以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其中寻仙6号以桃花为主题，适合年轻人。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

近期，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以“优化企业开户服务，推动改
善营商环境”为主题，在全辖网
点开展优化企业开户服务活
动，不断增强金融服务“软实
力”。

据了解，该行从优先使用
线上申请渠道、优化账户办理
流程、加强解释话术引导等方
面着手，对企业开户全流程进
行了升级。通过引导客户在线

申请、设立企业服务专人专柜、
开通小微企业绿色通道等方
式，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
腿，实现开户与基本结算服务

“一站式”办理。
为提高开户服务效率，尽

量减少客户往返银行的次数，
该分行全力配合企业做好开户
前、中、后期的服务工作。“现在
企业开户简单多了，再直接办
个网银，银行直接上门手把手

教我们财务人员安装和使用，
现在足不出户就能把业务办
了，真是太方便了。”长岛高能
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于经理对
上门服务的支行工作人员的服
务效率称赞不已。

据介绍，为解决过去存在
的柜面开户难、时间慢、填单多
等许多问题，分行开立了预填
单系统，可通过官方网站、网点
预填单机两种渠道，实现开户

信息的自助填写及开户资料的
自助打印，大大减少了企业的
填单时间和等候时间，提高企
业开户服务效率。

该分行还结合客户回访、
账户年检、贷后管理等工作，组
织全辖各经营单位开展“进企
入户”等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
提升企业开户服务的效果。

截至目前，该分行开展集
中宣传活动共计48次，深入企

业组织现场宣传共计221次，发
放宣传资料共计2598份，接受
并解答各类相关问题咨询近
500余人次。

未来，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将以此次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为契机，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全面推行提升客户服务质效
相关举措，为客户提供更多快
捷、优质的金融服务。(通讯员

李炎霞 薛瑞)

让让数数据据多多跑跑路路，，企企业业少少跑跑腿腿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积极开展优化企业开户服务工作

B03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焦兰清 通讯
员 吴颖颖 鹏钰) 26日，记者从芝罘区
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芝罘区2018年
企业领取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将于5月
1日正式启动，对全区企业退休人员、退职
人员及供养直系亲属进行领取养老待遇
资格认证，认证时间将一直持续到8月31
日(节假日除外)。

逾期未办理资格认证手续的，将根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养老金发放工作通知》
(劳社厅发【2001】8号)文件规定，暂停支付
养老待遇，待补办认证手续后的次月恢复
并补发相关养老待遇。

芝芝罘罘22001188企企业业领领取取养养老老待待遇遇

资资格格认认证证工工作作55月月11日日启启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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