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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首座体育公园位于富山路南、蚬

河以西，是今年莱阳重点建设工程之一，

也是今年重点服务改善民生工程之一。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具有高、大、

上特点的体育公园建设已具雏形。

据该市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满

足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休闲、娱乐、文化、

健身需求，营造人们向往的美好生活，今

年市委、市政府确定建设莱阳首座体育公

园，项目估算投资3000余万元，建设面积8

万多平方米。

该项目建设采用P P P模式，由中电

建路桥集团、山东电力第一工程公司投

资承建。项目主要实施儿童戏水池、健

身场、篮球、羽毛球、网球等活动场所，

以及甬路、绿化、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人文因

素，结合场地情况，设有慢行、慢跑专用

道、地掷球场等活动元素，为市民提供

多样化的健身和休闲空间，并满足不同

人群的健身运动需求。

体育公园今年2月下旬开工建设，目

前儿童活动广场、戏水池、厕所、管理房主

体、部分甬路已基本完成，网球场、篮球

场、护栏安装、苗木种植等工作正在加快

推进。建设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克服种

种不利因素，争取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前去健身及休闲。

(通讯员：姜永青)

莱阳首座

体育公园年底投入使用

不动产继承公示

●郭小美对原登记于郭建胜、刘世平名下刘世平的不动产

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姚格庄村的

不动产，房权证号：099810号；土地证号：莱集用(2011)第

020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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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至

201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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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于秀英对原登记于于秀英、白怀特名下白怀特的不动产

权申请继承登记(坐落莱阳市旌旗东路195号毛巾厂宿舍1-

208的不动产，房权证号：莱字第024145号；土地证号：莱国

用(2004)第59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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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

日至201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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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刘洲对原登记于尉风亭名下的不动产权申请继承登记

(坐落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东林格庄村的不动产，房权

证号：200949号；土地证号：莱集建(90)字第9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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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至2018年1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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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注销公告

●山东茂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MA3MTPAK6N)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公司，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办理相关债权

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山东茂乾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遗失声明

●于焕民坐落于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南关村的房产证

丢失，证号为：209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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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建文坐落于莱阳市河洛镇赵家埠子村的房产证丢失，

证号为：1447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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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康德化工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

号：370682307669号，车辆号牌鲁FC6718(黄)，现予以声明作

废。

●于长臣坐落于莱阳市赤山乡东院西夼村的土地证丢失，

证号为：莱集用(91)第7026号，面积154 . 22平方米，时间1991

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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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昊运汽车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

号：370682316102号，车辆号牌鲁YC5753(黄)；营运证号：

370682214202号，车辆号牌鲁YD508挂(黄)，现予以声明作

废。

●莱阳市胜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

证号：370682314320号，车辆号牌鲁YC1985(黄)；营运证号：

370682312895号，车辆号牌鲁YC675挂(黄)，现予以声明作

废。

●程绍纪坐落于莱阳市穴坊镇西贤友村的不动产权证丢

失，房权证号为：0501405号；土地证号为：莱集建(91)字第

02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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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十十九九届届果果蔬蔬会会1111月月99日日烟烟台台开开幕幕
500余家参展企业，16个展团集体亮相，堪称规模之最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杜
晓丹) 11月1日下午，记者从
烟台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第十九届国际果
蔬·食品博览会将于11月9日-
11日在烟台举行。作为经国务
院批准、全国清理整顿庆典研
讨会论坛工作领导小组同意
保留的烟台市唯一国家级经
贸例会，本届果蔬会将围绕

“绿色、健康、未来”的主题，通
过开幕式、展览展示、高峰论

坛、特色活动和基地考察等内
容来体现展会亮点。

据悉，本届果蔬会由山东
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联合主
办，烟台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省
商务厅承办。国际果蔬·食品
博览会原名果蔬加工技术与
产业化国际研讨会暨展览会，
于1999年首次在烟台举行，经
过十八届的发展，果蔬会的展
区设置更加专业，影响力日
盛。

“展团数量高达16个，分别
为烟台市农业局展团、烟台市
林业局展团、东南亚展团、中国
台湾展团、福建展团、莱阳展
团、栖霞展团、海阳展团、芝罘

展团、牟平展团、福山展团、龙
口展团、昆嵛山展团、莱州展
团、乐陵展团和漯河展团。”新
闻发布会现场，烟台市商务局
副调研员李少杰介绍说，本届
果蔬盛会展会面积达20000平
方米，特装率达60%，堪称历届
果蔬会规模之最，涵盖果蔬及
果蔬深加工展区、果蔬种苗产
品及生产资料展区、机械设备
展区、“互联网+农业”展区、烟
台形象展区、食品展区这六大
展区。参展企业数量共500余
家，折合标准展位866个，包含
来自新加坡、德国、韩国等10余
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20多个省
市自治区的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合作社、果蔬食品企业、采
购经销商参会参展。

据悉，益海嘉里、光明集
团、统一集团、好想你、农夫山
泉、臻富果汁、山东丰沃农业、
挪威蓝望、农法自然、德国福克
斯、韩国现代特产、科迈达、雨
润集团、葵花阳光等龙头企业
知名品牌也将亮相本届果蔬
会。

展会同期将举办多场高峰
论坛和专题活动。其中专业论
坛3场，包含智慧农业驱动果蔬
产业转型升级高峰论坛、智慧
农业技术发展与应用高峰论坛
和生鲜新零售创新发展论坛。

除此之外，新鲜对接———

采购商及供应商对接会、企业
新品发布会、新奇特果蔬秀、

“烟台果蔬·鲜美中国”暨烟台
特色果蔬基地考察活动等特色
活动也将精彩轮番呈现。组委
会以“品果蔬”“赏创意”“学技
术”“赢合作”为主线来贯穿这
场果蔬行业盛会。

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
型，发展智慧农业是大势所
趋。本届果蔬会上，霍尼韦尔、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
限公司、美国亨特实业、大疆
农业、青岛鲁宏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智慧农业行业的佼佼
者将展示智慧农业的前沿技
术。

为回馈客户，农行联合
中达翔宝宝马、君通林肯、英
菲尼迪、东风本田、中冀斯巴
鲁、上汽车享家汽车商城、航
宁JEEP、菲亚特、烟台之星
奔驰、中升沃茂沃尔沃、德辉
进口大众、鸿发凯迪拉克、锦
绣世泰雷克萨斯、海之润长
安福特等知名品牌汽车经销
商，推出最优惠团购价及最
优惠费率，让客户真正体验
最经济的金融方案及最优质
高效的服务。分期购车选农
行，精致生活乐分享。
一、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
日。
二、产品亮点

1、品牌全。客户可在与
农行有合作的汽车经销商处
购车，也可在烟台范围内其
他一级汽车经销商处购车，
分期款项将直接汇到经销商
账户。

2、政策活。拥有信用、本
车抵押等授信方式，支持优
质客户信用方式办理。

3、费率低。费率超低，无
需支付额外费用，每万元月
付手续费最低仅需20 . 5元。

4、额度高。首付最低至
20%。

5、期限长。至少12期，最
长可达60期。
三、优质客户

1、农行私人银行正式客
户。

2、国家及地方公务员，
工作年限在1年以上或在本
地拥有住房。

3、事业单位、中央及地
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员工。

4、其他符合农行条件的
优质客户。

只要您满足以上任一条
件，即可申请享受农行“低首
付、免抵押、超长期限”优惠。
四、办理流程

4S店选车/交纳首付款
并提供购车协议等材料向农
行提出申请/农行审批、放款
到汽车经销商账户/客户提
车
五、办理所需资料

1、身份证、户口簿等身
份证明材料

2、收入证明、资产证明
等资信证明材料

3、购车相关凭证
4、受理机构要求的其他

资料
详询：马经理 6733081

1 8 9 5 3 5 6 7 6 1 5 毕经理
6013960 13305350058

本报11月1日讯(记者 梁
莹莹) 10月28日，烟台市第二
届电子竞技大赛暨烟台市第八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电子竞技比
赛总决赛在莱山区海神健身体
育馆举办。据悉，本次比赛预赛
以各县市区、高校的电竞爱好
者以及电竞俱乐部为报名单
位，从全市近6000人中选拨出
17支代表队，共有近400名选手
参加了总决赛。

本次比赛由烟台市体育总
会主办，烟台市众诚电子竞技
俱乐部和中国移动烟台分公司
联合承办。

经过一天的角逐，来自芝
罘区的李德辉，莱阳市的马俊
卿，滨州医学院的赵均博分别

获得了炉石传说比赛的冠亚季
军。来自山东工商学院的“不想
拿第一”，开发区的JJK俱乐部、
鲁东大学的“五法天女”分别获
得了王者荣耀女子组项目的冠
亚季军。来自莱山区的“从来没
赢过”，开发区的JJK俱乐部、烟
台南山学院的“征野战队”分别
获得了王者荣耀项目的冠亚季
军。来自芝罘区的“sdz1”，莱山
区的烟大独立团、山东工商学
院的“GSG 1”分别获得了英雄
联盟项目的冠亚季军。

据悉，电子竞技作为全民
健身的一项重要内容，适应了
广大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需
求。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正
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

个正式体育竞赛项。此后，电
子竞技项目蓬勃发展。在今年
举行的雅加达亚运会上，电子
竞技正式成为电子体育表演
项目。

据山东省电子竞技协会副
主席李超介绍，今年是烟台市
连续第二年举办电子竞技大
赛，全市有近6000名选手参赛，
选手来源覆盖9个区县、12所高
校。为了让本次比赛更加规范
化和专业化，大赛组委会率先
在全省引入了裁判员、运动员
制度，努力以电子竞技进入雅
加达亚运会为契机，全力备战
2022杭州亚运会，并为烟台市
电子竞技技战术水平的提高提
供肥沃土壤。

分分期期购购车车选选农农行行
精精致致生生活活乐乐分分享享

烟烟台台市市第第二二届届电电子子竞竞技技大大赛赛举举行行

近日，太平人寿中标玉林
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这
是太平人寿第二次中标该项
目，意味着公司将于未来三年，
为玉林市约550万城乡居民继
续提供大病保险保障服务。

自2015年中标玉林市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项目后至今，太
平人寿已为玉林市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赔付约12万人次，累计
赔付金额近5亿元，并率先提出

“大病保险精准扶贫”理念，于
2016年为玉林市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进行大病保险赔付倾斜。
家住玉林北流的尿毒症患

者愈女士说，以前做次透析要
花500多元，基本医保报销300
多元，自己还得承担200多元。
但自从有了大病保险，每次透
析还能再报销100多元钱。

2017年，太平人寿“大病保
险精准扶贫”政策再升级，贫困
人口起付线降低50%，赔付比
例提高10%。

除了辅助解决百姓经济负
担，太平人寿还在当地推出手

续十分简便的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玉
林市的参保患者在市内医院进
行出院结算时，无需等待、无需
垫付，片刻就能同时报销基本
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方便程度可想而知。

太平人寿将在中标后重点
推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民
政救助”的即时结算服务，将玉
林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办
成让参保人员满意、社会满意、
政府满意的“三满意工程”。

额额度度高高、、速速度度快快、、共共享享保保障障福福利利
太平人寿二次中标广西玉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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