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动产继承公示
●贾延荣对原登记于朱学裕、贾延荣名下的不动产
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马山路247号院0002-2-102号
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24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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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至2018年8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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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高文对原登记于高文、张玉兰名下的不动产权申
请继承登记(坐落马山路247号院0003-3-101号的不
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24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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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至2018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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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示 2018年7月13日

公 告
●现房屋所有权人周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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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路247
号0010-2-401房权证号：莱字第00065856号权属性
质：国有，用途：住宅，建筑面积：72 .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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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主唐友、王艳娜联系不到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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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崔会荣、姜冬梅到莱阳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登记，房屋座落：
马山路 2 4 7号院 0 0 2 0 - 2 - 2 0 1房权证号：莱字第
00092037号权属性质：国有，用途：住宅，建筑面积：
147 . 42平方米。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
产已过户，第一手房主张宗让、牛青媛联系不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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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宋述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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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山路
247号0012-3-402房权证号：莱字第00046061号权属
性质：国有，用途：住宅，建筑面积：70 . 22平方米。根
据物权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已过户，第一
手房主王瑜、赵春梅联系不到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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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现房屋所有权人董桂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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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蚬河小
区65幢242号房权证号：莱字第008169号权属性质：国
有，用途：住宅，建筑面积：75 . 78平方米。根据物权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房产已过户，第一手房主职
海成、辛红梅联系不到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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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遗失声明
●尹旭华坐落于城厢街道办事处姚格庄村的不动
产权证(土地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6491
号，面积152 . 78平方米，时间1990年7月11号，现登报
声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
新证。
●尹旭华坐落于城厢街道办事处姚格庄村的不动
产权证(房产证)丢失，证号为：201185，面积152 . 78平
方米，时间1992年8月15号，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
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盖国芝坐落于高格庄镇胡成村的不动产权证(房
产证/土地证)丢失，土地证号：(2012)150040号，房产
证号：201206033号，面积：180 . 00平方米，现登报声明
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
证。
●董本殿坐落于城厢街道办事处东关村的不动产
权证(房产证)丢失，证号为：203186号，现登报声明遗
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闫作君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姚格庄村
的不动产权证(房产证)丢失，证号为：201336号，现登
报声明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
发新证。
● 莱 阳 市 利 源 水 产 商 行 ( 税 务 登 记证件 号 码

370687198403230046F0)，个体经营纳税人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丢失，注册时间：2006年10月28日，发证机关：
莱阳市国家税务局，声明作废。
●翟学通坐落于羊郡镇翟家庄村的不动产权证(土
地证)丢失，证号为：(90)031452号，面积143 . 00平方
米，时间1990年12月10号，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
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徐炳志坐落于羊郡镇南羊郡村的不动产权证(土
地证)丢失，证号为：(90)032328号，面积173 . 53平方
米，时间1990年8月20号，现登报声明遗失，并按规定
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证。
●王燕妮坐落于富水小区15-322的房屋所有权证书
丢失，证号为：莱房安字第00804号；土地使用权证书
丢失，证号为：莱国用(2004)字第2454号；现登报声明
遗失，并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新
证。
●莱阳市新潮网吧(370682329007553)营业执照正本
丢失，声明作废。
●周丛波(证件号码：370225196603220037)遗失莱阳
市伊士曼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票，发票代码：
237061001164，发票号码：00068146，项目名称：阳光
城，项目地址：鹤山路78号0111座3单元4层2户，金
额：肆拾柒万肆仟捌佰叁拾肆元壹角壹分，登报声
明。
●于庆红坐落于清水路小区0001-108土地使用权证
书丢失，证号为：莱国用(2005)字第4469号；现登报声
明遗失，并将按规定向登记机关申请权证作废补发
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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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12日上午，市
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
贯彻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江苏
浙江广东学习交流会、山东省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会议、
全省党性教育基地建设工作推
进座谈会、全省新时代文明传
习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精
神，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研究
部署当前工作。市委书记张术
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在全省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时刻，省委、省政府组织
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浙江、广东
学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
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

省学习交流会精神，积极借鉴
南方先进城市在思想观念、体
制机制、干部作风、营商环境等
方面的经验做法，进一步明确
方向、加压奋进，不断开创各项
工作新局面。要按照市委十三
届五次全会的部署要求，深入
扎实开展以“站在新起点、抓住
新机遇、实现新作为”为主题的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在寻标对标中解放
思想、在坚持问题导向中解放
思想、在聚焦重点工作中解放
思想、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解放
思想，真正以思想大解放推动
改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要聚
焦市委全会确定的80项重点工

程、重大项目、重大事项，用心
研究谋划，用心组织实施，明确
责任、落实分工，加快进度、提
高速度，保证质量、注重实效，
做到抓一件是一件、干一个成
一个，把每项工程、每个项目都
打造成精品工程、阳光工程、廉
洁工程。要认真组织好作风大
改进活动，加强执纪问责、引导
督导、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加
大行政效能治理力度，推进作
风建设制度化、长效化，为加快
建设制造业强市、海洋经济大
市、宜业宜居宜游城市提供坚
强保障。

会议指出，抓好经济工
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归根结

底要靠项目来支撑。要聚焦重
点工程、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进度，强化要素保障，搞好精
准服务，千方百计破解土地、
融资等瓶颈制约，确保项目按
期开工建设、投产达产。要聚
焦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进一
步创新思路举措，坚持突出重
点领域、县市区发挥优势、市
直部门立足职能、经济园区强
链补链、实行委托代理、领导
干部带头、优化营商环境多措
并举抓招引，尽快落地一批战
略性重大项目、引进一批领军
型高端人才，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支撑。

会议强调，要全面提升党

性教育基地建设水平，着力扩
大外延、提升内涵，加大宣传
推介，强化资源整合，实施统
一管理，打造精品路线，实现
提档升级，努力在提高承接层
次、增加培训班次上实现大的
突破。要把抓好新时代文明传
习中心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把传习中心建设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完
善组织体系，加大支持力度，
强化考核督查，精心打造融思
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承、
生活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基层综合平台，更好地发挥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
的重要作用。

市市委委常常委委会会召召开开扩扩大大会会议议
学习贯彻山东省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浙江广东学习交流会等会议精神，
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研究部署当前工作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孙
淑玉) 父亲因脑瘤去世，留下
十余万元外债。受助四年，栖
霞18岁的女孩隋亚君突然查
出患有脑血管瘤和双眼视网
膜血管瘤，面对高昂的治疗费
和不确定的结果，隋亚君和妈
妈商量后决定登记捐献遗体、
角膜，将爱心传递下去 (本报
2015年3月4日A12版报道)。经
本报报道后，各方爱心汇聚，
如今隋亚君已顺利考上大学。
心系脑瘤女孩，近日深圳福滋
源健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
责人郑志裕又汇来5000元善
款，资助其继续上学。

2011年栖霞爱的传递助学
协会成立，栖霞西城希望小学
老师泮爱香作为协会的负责
人，日夜为孩子们的助学寻找
资助人，在曾经学生的牵线下，
深圳一大批的爱心人士开始了
对栖霞贫困学生的资助，深圳

福滋源健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负责人郑志裕就是第一批资助
人之一。

尽管山东栖霞与深圳相距
甚远，然而对于郑志裕先生来
说，距离不是问题，是爱将他与
栖霞的贫困孩子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先后资助了栖霞4个贫困
学生，每年捐助善款2万多元，
如今他已累计捐助善款10万余
元。

脑瘤女孩隋亚君是郑志裕
资助的第一个孩子。当时亚君
的父亲患脑瘤，使整个家庭外
债高筑，而懂事的隋亚君始终
埋头苦读，想给父亲更多希望，
得知情况后，郑志裕毫不犹豫
地选择资助亚君上学。但好景
不长，没多久隋亚君也查出患
有脑瘤，远在深圳的郑志裕为
亚君募捐3万余元善款，第一时
间电汇过来，抓住了最佳治疗
时机。为给亚君调养身体，手术

开始，郑志裕就按时给亚君邮
寄他自己研制的野生灵芝粉。

灵芝粉的开发是源于郑志
裕个人家庭的经历，当时其母
亲和岳父先后得癌症，郑先生
为了给老人寻找延续生命的方
法，把唯一的房子卖了给老人
治病。创办福滋源后，事业有了
起色，这段经历又激励他助人
脱困。隋亚君的经历让郑志裕
心疼而不忍，那之后亚君顺利
考入大学，郑志裕的资助也没
有间断。此后，郑志裕还先后给
三个患病孩子邮寄了野生灵芝
粉。

“希望亚君能健康快乐，创
造自己美好的人生。也希望我
们的帮助能让孩子们有更美好
的未来。”曾为疾病和痛苦苦
闷，郑志裕说他能深切理解这
些孩子们的痛楚，他愿意伸出
援手，为孩子们搭建更美好的
未来。

心心系系栖栖霞霞脑脑瘤瘤女女孩孩，，又又汇汇来来55000000元元善善款款
深圳福滋源健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郑志裕捐资10万余元资助孩子上学

本报7月1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薛瑞 王
洪建) 为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需求，进一步提升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近
期，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开展
了“助力企业大走访”调研营
销活动，围绕新旧动能重点
建设项目扶持、新客户存款
营销、存量授信客户挖潜等
方面，深入了解受访对象金
融服务需求，为烟台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提供金融支
持。

此次走访调研，恒丰银
行总行派出相关行级领导，
协同烟台分行共同发力，先
后对10余家政府机关、事业
单位和当地龙头企业进行了
走访调研，通过与各单位负
责人的深入座谈交流，该分
行充分了解了企业经营情况
及资金需求，并将落脚点放
在解决企业实际需求上，统
一建立了工作台账，实行“名
单制管理”，对有资金需求的
单位实行“一户一策”方案并
给予金融支持；对于企业反
映的金融问题，分行还组织
专业队伍研究分帮扶析，予
以积极落实解决，为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全
方位金融支持。

据了解，受访的多家企
业高层对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近年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

度表示赞许，并向恒丰银行
走访人员介绍了公司产业升
级改造的战略规划，共同探
讨了业务合作可行方案。此
次走访，烟台分行与多家企
业确定了长期战略合作意
向，并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
不断增进银企互信，开创了
银企合作的新局面。

此次走访活动的开展，
是恒丰银行烟台分行积极
对接国家战略、护航新旧动
能转换、加大对企业支持力
度的举措之一。作为新旧动
能转换的支持者、力行者，
该分行以新旧动能项目管
理体系为抓手，通过深入辖
内重点企业、项目、园区走
访调研，围绕企业的经营思
路、生产状况和实际金融需
求，坚持客户线、产品线“双
擎”发力，对企业集团架构、
上下游情况、结算模式、融
资状况等进行全方位分析，
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制定差
异化的金融服务方案，全力
支持烟台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

下一步，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将以“大走访”活动为契
机，通过银企互访，聚焦聚力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项目，
为烟台企业改造升级，提供
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和服务，
逐步探索金融服务新旧动能
转换的新模式。

恒恒丰丰银银行行烟烟台台分分行行
开开展展助助力力企企业业大大走走访访活活动动

7月12日，烟台市港
航公安消防支队以提高
队伍大跨度大空间建筑
火灾处置能力为目的，在
烟台港西港区通用码头
仓库，开展了一次仓库火
灾灭火救援实战演习。演
习进行约30分钟，顺利完
成各项既定科目。 本报
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吕德健 摄影报道

““火火灾灾扑扑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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