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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元的即食海参只需百元兑换
尾 号 带“ 8 ”“ 9 ”，到“ 好 孝 心 ”换 海 参 ！换 阿 胶 ！换 美 酒 ！
近日，由烟台好孝心联合厂家举

行的百元大钞换购美酒、海参、阿胶
活动异常火爆，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很多市民一早赶到位于芝罘区文化
宫西街的好孝心健康超市参加活动，
一名美酒品鉴者一次性拿走了八百
元的美酒和10斤海参。

498元的即食海参
只需百元即可兑换！
本次百元兑换活动，特调集500

公斤野生即食海参，只要你凭任意一
张尾号带“8”或“9”的百元人民币，即
可到现场兑换价值498元的野生海参
一斤，数量有限，兑完为止！野生即食
海参，吃起来非常的劲道、顺滑、弹性
好、肉质软嫩，营养丰富，是一种典型

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佳品。每一
批次的野生即食海参从选料、加工、
出厂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完全符
合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标准。

滋补国宝——— 东阿阿胶膏，阿胶
味甘、性平，归三经。阿胶膏有补气养
血，滋阴润肺。美容养颜、改善睡眠。
调经安胎、消除女性各种周期不适等
症状，阿胶最好的吃法就是做成阿胶
膏，味道好、营养全、方便携带，百元
就可兑换1斤。

1箱10瓶扫码价1280元
百元兑换品鉴！
你只要凭任意一张尾号带“8”或

“9”的人民币，即可到现场兑换价值
1280元的茅台镇原浆酒1箱(10瓶)，

茅台镇原浆酒入口绵柔、空杯留香、
回味悠长、好喝、不上头，此活动只限
500箱，兑完为止。另外还有少量银
杯、洋葱桑椹酒，益生菌蛋白粉，都可

百元换购，详情店内咨询。

活动截止时间：10月15日

兑换地点：芝罘区文化宫西街好

孝心健康超市(文化宫天桥南行300米

路西门头)。

兑换电话：6047883
活动期间到店的客户，“好孝

心”全部送100元话费充值购物卡一

张。

厂家为不方便的客户提供上门兑
换服务，县市区也可享受，需3张以上。

烟台市高速公路

新增固定测速点位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烟台高
速公路行车秩序，有效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烟台
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
察支队新增6处固定测速设
备：1、G15沈海高速406KM+
20M沈阳方向，2、G15沈海高
速406KM+20M海口方向，3、
S17蓬栖高速029KM+700M
蓬莱方向，4、S17蓬栖高速
010KM+670M栖霞方向，5、
G18荣乌高速228KM+610M
荣成方向，6、G18荣乌高速
228KM+710M乌海方向，于
2019年10月17日0时启用。

特此公告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

路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10月10日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

与烟台市业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的合并协议，烟台业达建工有限

公司公司吸收烟台市业达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烟台市业达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解散注销，烟台业达

建工有限公司存续。烟台市业达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承继。为

保护合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视为没有提

出要求。

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562272361

联系人：初晓英

烟台市业达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5063826339

联系人：张俊磊

2019年10月10日

公司合并公告

根据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
与烟台开发区金沙滩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并协议，烟
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公司吸收烟
台开发区金沙滩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烟台开发区金沙滩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解散
注销，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存
续。烟台开发区金沙滩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由
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承继。为
保护合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合并各方公司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视为没有提
出要求。

烟台业达建工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8562272361
联系人：初晓英
烟台开发区金沙滩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13863866616
联系人：王洪强

2019年10月10日

公 告

烟台市牟平区苹果嘉园小区
1、2、5、6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融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
平区苹果嘉园小区1、2、5、6号楼的
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
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
完成，现决定于2019年10月9日至
2019年10月18日在烟台市牟平区
苹果嘉园小区售楼处公示栏进行
测绘成果公示。我公司恳望各位
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于公
示期内认真核对各房产的现状、
位置、边长数据是否相符，核对无
误后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期内
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司将
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数
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
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
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有限公

司
2019年10月8日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王聪 慕英军

王显晖) 记者从烟台开发
区宣传群团部获悉，近日，全省
首单政府信保基金增信贷款业
务(简称“信保贷”)在自贸区烟
台片区成功落地，烟台创为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得“首贷”
150万元。

烟台创为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从事锂电池热失
控监测技术研发和锂电池热失
控监测器生产销售的企业。随
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和锂
电池热失控监测预警技术的普

及应用，公司产品订单需求逐
步增大，急需流动资金扩大生
产。

“在了解到企业融资需求
后，我们召集浦发银行烟台开
发区支行联合烟台银桥融资担
保公司实地考察，结合全区金
融‘1+5’政策，提出了‘信保贷’
创新业务方案，解决了企业融
资难题。”烟台开发区财政金融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初创型
科技企业虽拥有潜在价值的知
识产权，但往往因“轻资产”而
难以获得金融机构信贷支持。

为冲破传统资产抵押模式

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自贸区烟
台片区在全省首设规模2亿元
的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实
施银行贷款优惠利率，执行不
超过1 . 5%的年化担保费率，且
在贷款出现风险后，信保基金
最高可承担65%的损失，推动金
融机构提供单户不超过500万
元的信用贷款和信用担保。

据介绍，为加速推进金融
业高质量发展“1+5”政策落地，
有效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自贸区烟台片区
探索形成“政府搭桥，银企对
接”的服务模式，梳理合作金融

机构特色金融产品，定期征集
企业融资需求，针对企业需求，
择优推荐产品，为科技型企业
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形成
了政银企互动互通协作高效的
工作机制，先后开展了“科信
贷”“成果贷”等业务。

“比如‘科信贷’是我们在
全市首创申请开展的市区联动
业务，在市级40%的风险补偿的
基础上，开发区再给予30%的风
险补偿，实现政府增信，降低金
融金融机构风险顾虑。”该负责
人介绍说，截至目前，通过“科
信贷”“成果贷”为25家企业发

放贷款10875万元，8家企业申请
信贷补贴19 . 8万元。

“科信贷”“成果贷”“信保
贷”业务的成功开展为“1+5”金
融政策全面落地打响头阵，目
前片区内各银行结合“1+5”金
融政策纷纷制定完善本行金融
服务方案，仅“信保贷”业务片
区内已有20家银行申请参与，
其中6家银行已获批。下步，自
贸区烟台片区将加快推动“1+
5”金融政策全面落地开花，使
企业应享、尽享政策红利，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
支撑。

全省首单“信保贷”落地自贸区烟台片区

一一企企业业““首首贷贷””115500万万，，解解决决融融资资难难

卧龙中路封闭施工，19路等4条公交线路绕行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李洪伟)
记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悉，
受卧龙中路封闭施工影响，
即日起19路、36路、57路、102路
等4条线路临时绕行，后期将
根据道路施工进度适时恢
复。

调整后的19路公交由孙
家滩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运
行至通世南路与卧龙中路交
叉路口直行，沿通世南路、塔
山南路行至塔山南路与机场
路交叉口右转恢复原线路。

临时取消：卧龙中路、怡
聚德广场、交警三大队、华鑫
大众汽车公司、南江汽车城
等5个站点。

临时增加：山水龙城南
站、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山水

龙城北站、荆子山路等4个站
点。

36路由西拓区场站发车，
沿原线路运行至黄务立交桥
直行，沿港城西大街恢复原
线路运行。

临时取消：黄务小区、篆
山、交警三大队、怡聚德广
场、卧龙中路、夏家卧龙、通
世南路等7处站点。

临时增加：国金家居博
览中心站点。

57路由孙家滩场站发车，
沿原线路运行至通世南路与
卧龙中路交叉路口直行，沿
通世南路行至通世南路与塔
山南路交叉口左转，沿塔山
南路行至塔山南路与机场路
交叉口直行恢复原线路。

临时取消：卧龙中路、怡

聚德广场、交警三大队、华鑫
大众汽车公司、南江汽车城
(单向)等5个站点。

临时增加：山水龙城南
站、烟台城乡建设学校、山水
龙城北站、荆子山路等4个站
点。

102路由东里公交场站发
车，沿原线路运行至机场路
与港城西大街交叉口右转，
沿港城西大街行至港城西大
街与通世南路交叉口左转，
沿通世南路直行恢复原线
路。

临时取消：黄务小区、篆
山、交警三大队、怡聚德广
场、卧龙中路等5个站点。

临时增加：国金家居博
览中心、黄务东站、通世南
路、夏家卧龙等4个站点。

“北马”没中签的跑友看这里！
快来认领你的2019“蓬莱马”参赛号码吧

三措并举
保障国庆期间特设安全

为保障国庆期间全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有效预防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国
庆节前夕，烟台特检院蓬莱工作站强化担当，
积极作为，采取三项举措，切实保障了特种设
备安全运行无事故。

通讯员 莫言 金鹏

烟台市特检院成功竞标
蓬莱市政府采购服务项目

日前，烟台特检院成功竞标政府采购服
务项目，与蓬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特种
设备使用安全评估采购协议。据悉，这是今年
该院首次通过竞标方式承接政府采购业务，
为进一步拓展市场业务打下基础。

通讯员 宋涛 秦英凡

特检快讯

距离书香门院·2019蓬莱
葡萄酒国际马拉松只剩下17
天，相信大家已经按捺不住跃
跃欲试的心情了吧！今天，“蓬
莱马”参赛号码已分配完毕，等
着它们的主人来认领！

跑友们，你的朋友圈是否
被“北马”刷屏了？北京国际马
拉松赛的中签结果揭晓，几家
欢喜几家愁啊！但是，要想在
165704人的报名大军中且综合
赛事中签率将低于15%的情况
下幸运地拿到入场券，可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如果没有中签，那也不要
伤心，正好现在有这样一场精
心策划的赛事，安排在“北马”
前一周举行！

“北马”没中签？我来安排！
2019“蓬莱马”让你重新振作！

蓬莱：人间仙境、休闲天
堂、美酒之乡。

蓬莱葡萄酒国际马拉松：全
球三大葡萄酒马拉松——— 中国
站、中国唯一的葡萄酒特色马、
中国田径协会2018“民族民俗特
色赛事”，延续永辉体育“公益马
拉松”主题，全方位展现着蓬莱
这座海滨城市的独特风貌。最美
赛道、特色补给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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