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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铁旅服烟台经营部

关于烟台商业中心北侧

商 铺 的 招 商 公 告

一、招标人：山东济铁旅
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

二、项目名称：烟台商业
中心北侧商铺招商

三、经营业态：专卖店
四、经营面积：40平方米
五、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轮报价，综合评比
六、报名时间：2018年10月

12日-2018年10月30日，每日8：
00-17：00到山东济铁旅行服务
有限公司烟台经营部二楼会
议室报名，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马
路135号。

七、联系人：李先生 电
话：0 5 3 5 - 2 9 6 5 5 2 6 手机：
15552255555

八、申请文件交纳截止时
间：2018年10月30日17:00

公告
●沙同生对原登记于沙同生、王翠华名下王翠华
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马山路121
号院 3 2幢 1 1 2号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
022413号;土地证号：莱国用(2002)字第3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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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至2018年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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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挂失
●杨绪君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泊麦口村的土地
证丢失，证号为：莱集建(90)字第050212号，面积
168 . 67平方米，时间1990年9月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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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军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泊麦口村的房产
证丢失，证号为：142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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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秀芹、张云礼坐落于莱阳市升平街36-4-302
的不动产权证书丢失，证号为：000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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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东关村的
土地证丢失，证号为：莱集用(2008)第020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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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东关村的
房产证丢失，证号为：00046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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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桂军坐落于莱阳市谭格庄镇贾家村的房产
证丢失，证号为：201307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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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炳爱坐落于莱阳市西留乡贾家村的土地证
丢失，证号为：莱集用(90)字第169168号，面积177 . 7
平方米，时间1990年11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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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天 安 防 中 心 ( 税 号
37068719921018497301号)税务登记证正本丢失，注
册时间：2015年6月18日 发证机关：莱阳市国税
局，声明作废。

●周建芝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马崖口村的房产
证丢失，证号为：144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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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龙光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赵家埠子村的房
产证丢失，证号为：144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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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洪志坐落于莱阳市高格庄乡宅科村的房产
证丢失，证号为：901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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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崇瑞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
村的房产证丢失，证号为：205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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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通盛道路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
丢失，营运证号：370682908175号，车辆号牌鲁
FDL57(黄)；营运证号：370682315150号，车辆号牌
鲁YD042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烟台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见》

到到22002200年年基基本本建建立立现现代代财财政政制制度度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孙

晓玮) 11日上午，烟台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关于进
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
见》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为在新形势、新背
景下，持续深入推进财税领域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
现代财政制度，根据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和要求，市财政部门
牵头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会上指出，统筹考虑当前
财税体制改革领域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和新要求，《意见》在
2015年改革方案基础上，将改
革的时间跨度从2020年进一步
扩展到2022年，重点就改革尚
不到位以及新出现的改革事项
做了布置。《意见》的主要内容
共包括9个部分，第1部分提出
到2020年，各项改革措施基本
到位，现代财政制度基本建立；
第2到第8部分是全面聚焦优化
完善预算管理制度、规范市县
财政分配关系、落实税费制度
改革政策、加强财政支出管理、
国库管理改革、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7个方面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第9部分是加强组织领导和
协同配合。

通过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截至目前全市财税体制改
革进展顺利，部分改革持续走
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根据
工作安排，到2020年，各项改革
措施基本到位，现代财政制度
基本建立；到2022年，财税领域
各项改革更加完备，与其他领
域改革协同推进，与地方经济
社会实际结合更加紧密，建成
具有烟台特色的现代财政制
度。

11日，记者从蓬莱阁景区管理处获悉，近日，蓬莱阁索道管理所组织开展秋季应急救援演练，提
高景区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游客安全。

此次演练模拟索道突然出现“故障”，两名游客高空滞留。索道管理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应急救
援队、后勤保障队、治安维护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在抚慰被困游客后，救援队分成两组采用高空垂
直救援的方式，利用救援设备攀爬索道钢索来到被困游客身边，将其用缓降设备垂直下降到地面，用
时约20分钟便成功解救两名被困游客。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王爱君 摄影报道

烟烟台台开开发发区区开开展展““服服务务百百姓姓健健康康行行动动””
助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刘
丹 通讯员 李世波) 烟台
开发区卫计局高度重视健康扶
贫工作，建立健全医疗救治体
系、医疗服务体系、健康宣传教
育体系，并结合自身工作职责
和开发区脱贫攻坚实际，定期
开展义诊活动，让贫困人口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看得上病、
少生疾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不让“病根”变“穷根”。

为进一步助力健康脱贫，近
日，烟台开发区卫计局组织开展

了“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
动。成立了义诊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并印发“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大型义诊活动公告，联合潮水镇
政府对义诊时间、参加单位、义
诊地点等均进行广范围、无死角
的宣传，做到了人员到位、宣传
到位、准备到位、为义诊活动的
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活动当天，卫计局组织开
发区业达医院和潮水医院抽调
眼科和内科专家组成义诊团
队，携带血糖仪、血压计等医疗

仪器和物资，深入基层一线，到
潮水镇大黄家村、草泊村等5个
村居开展义诊活动。累计义诊
群众470余人次，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40余人次；测量血压510人
次，测血糖205人次，发放健康
教育宣传资料1080余份，接待
健康咨询418人次。潮水医院防
疫科抽调人员到潮水小学举行
健康教育知识讲座，提高村民
对健康知识普及率，努力提升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详细解答
了群众的问题。

特特检检快快讯讯

提升检验质量
九月份为“质量月”。烟

台市特检院根据“质量月”活
动方案要求，开展“检验质量
提升行动”，与前期的“中小
企业质量援助行动”相结合，
提升检验检测服务质量，助
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通
讯员 金鹏)
齐聚烟台修订氧舱新标准

近日，由国家锅炉压力

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起
的氧舱标准修订工作会议在
烟台召开。本次会议集结了
来自全国的氧舱设计鉴定、
氧舱检验检测机构、医疗注
册机构和使用单位、制造企
业等各个环节的二十多位氧
舱专家，从各自的工作层面
对标准进行了讨论，提出了
许多可行性建议。

(通讯员 金鹏)

智智联联招招聘聘发发布布

烟烟台台雇雇主主需需求求与与白白领领人人才才供供给给报报告告

2018年秋季，智联招聘发
布《2018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
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根据
数据显示，烟台地区竞争激
烈的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的
竞争指数最高，其次是娱乐/
体育/休闲行业，房地产/建筑
/建材/工程行业排在第三。

烟台地区2018年秋季竞争
最为激烈的职业是行政/后勤
/文秘、汽车制造和房地产开

发/经纪/中介。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

烟台地区薪酬水平较低，平均
月薪4000元至6000元的职位占
职位总量的34 . 7%，8000元以上
的仅占17 .0%。具体来看，基金/
证券/期货/投资的平均月薪
最高，为10821元；其次为计算
机硬件，薪酬水平为9145元；再
次是信托/担保/拍卖/典当，
平均月薪为8976元。

烟烟台台市市质质量量技技术术监监督督局局稽稽查查局局

开开展展生生产产安安全全专专项项检检查查工工作作

近日，稽查局强化责任
范围企业的检查工作要求、
细化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全
面开展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工作中，该局对各监管企
业开展细致的安全摸排、给

予明确的改进意见、进行及
时的跟踪问效。确保为一线
企业构建职责到位、责任到
人的安全防护体系，构筑安
全的生产环境。(通讯员 姜
立强)

““紧紧急急救救援援””

治治前前列列腺腺增增生生，，德德国国““22微微米米””
烟烟台台新新安安男男科科医医院院就就有有

近日，慕名而来的梁大
爷在儿子的陪同下，从招远
来到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咨
询“2微米激光系统”治疗前
列腺增生情况，并当场预约
了手术。“2微米激光治疗前
列腺增生效果好，北京的亲
戚让我去他那治疗。”梁大
爷听说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就有这个技术，而且还是德
国进口的，手术医生还是北
京专家，就想能在家门口治
疗当然最好。

梁大爷说，他患前列腺
增生多年，一直服药缓解病
情。最近这两年病情越来越
重，就打算通过手术一劳永
逸地解决问题。了解得多
了，梁大爷对手术治疗前列
腺增生技术如数家珍：“现
在最常用的就是电切技术，
缺点就是切除不够精细不
是多就是少，而且术后容易
出现尿失禁、尿道狭窄！2微
米技术比较好，但是有这项
技术的医院比较少，大多数
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
市，没想到现在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也有了。”

据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业务院长赵万友介绍，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引进的是
德国“2微米”激光系统，该
系统采用的是“汽化+电
切”手术方法，“汽化”的同
时进行“切割”，既保证几乎
不出血，又能快速地切下
组织。此外，2微米激光在组

织中的穿透深度仅有0 . 3毫
米，去除组织后留下的凝
固层仅1毫米，损伤仅为电
切的1/3，手术安全性高，即
使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
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等慢性病，只要病情相对
平衡，就可以进行手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2
微米”激光系统的作用效
率是传统激光(钬激光、绿
激光)的2-2 . 5倍，去除的增
生组织比其他技术精确
20%以上，不受前列腺腺体
大小的制约，也避免了电
切技术术后容易尿失禁、
尿道狭窄等问题，手术仅
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术后
大约7天就能出院。

担任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2微米”激光系统首席
专家的是北京301医院原
泌尿外科主任曾祥福教
授，从2007年就率先开始
用激光治疗前列腺增生，
被誉为“中国前列腺增生
激光手术第一人”。

由中国男性健康万里
行工程组委会、中国性学
会、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等
18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
17届烟台男性健康节”开
幕：专业男科检查套餐仅
需69元(能查性功能障碍、
前列腺疾病、生殖感染、包
皮包茎、男性不育和延长
增粗等6类疾病)，尖端男科
技术援助最高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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