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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招商·东岸A地块一期 1 5、

17、41～43、45、46、58、59号楼各业
主：

受烟台招商局置业有限公
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
区滨海东路496号15、17、41～43、
45、46、5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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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至2019年12
月1日在牟平区滨海东路496号60
号楼一层公示墙进行测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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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玩“手机在线”轻松中大奖

德州购彩者2元劲揽大乐透1000万
近期体彩大乐透大奖频

降山东。2019年11月11日晚体
彩大乐透19129期开奖，全国共
开出 6注一等奖，山东独揽 2

注，好运降临聊城和淄博。
紧接着，11月13日晚体彩

大乐透19130期开奖，大奖再次
降临山东。当期开出号码：前
区；01、13、20、21、26；后区：04、
10；全国共开出一等奖3注，单
注奖金1000万元，分别花落山
东、浙江、江西。山东的大奖得
主为我省德州“手机在线”用
户。这位幸运儿仅凭一张2元
单式票劲揽大乐透一等奖1000

万元！本期还中出二等奖 8 3

注，每注奖金55万多元，二等
奖追加投注奖金44万多元，我
省聊城“手机在线”用户在本

期还中得了一注二等奖追加，
收获奖金1002380元。“手机在
线”瞬变“大乐透中奖神器”，
帮助购彩者赢得了不菲的奖
金。

用“手机在线”买彩票，方
便、安全、快捷。心动不如行
动，彩友们借着大奖频降山东
的好运气，快快行动起来，打
开我们的购彩神器“手机在
线”，体验购彩乐趣！

特别提醒
1、用户扫码注册时，扫

描完毕选择下载时，只能用

手机自带浏览器(名称一般为

浏览器或互联网 )，不可使用

第三方浏览器。

2、苹果系统用户安装完

成后提示“未受信任的企业

级开发者”的提示时，点击

“设置”—“通用”—“设备管

理 ”或“ 描 述 文 件 ”— 选 择

“Beijing Yipingtai Technology

Co., LTD”—点击“信任”即

可使用。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邢玉静 王聪

吴兆璐) 11月18日，万华研
发中心及总部基地一期工程竣
工入驻仪式举行，意味着项目
进入启动运营阶段。该项目由
万华全球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
扩建及新兴材料孵化基地组
成，将打造国内行业研究能力
最强、全球一流的研发中心，成
为中国高端化工新材料研究的

“摇篮”。
重点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

“顶梁柱”。记者从烟台开发区
宣传群团部获悉，今年，开发区
重点推进建设93个工业项目，
其中，新开工项目43个，总投资
500亿元，已全部开工建设；50
个续建项目，已竣工投产35个，

固定资产投资280亿元。截至目
前，提前完成新开工项目、竣工
投产项目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全
年目标任务。聚氨酯产业链一
体化——— 乙烯项目、中节能万
润环保材料建设项目、低重稀
土永磁体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等
4个项目列入省重点，占全市
40%，投资考核位列全市第一。

“项目签约以开工为目的，
项目开工以达产为目的。”开发
区重点项目推进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开发区全力
以赴抓开工，千方百计促投产，
以项目建设拉动高质量发展。
为确保重点项目开工建设需
要，超前做好场地平整、基础设
施配套等准备工作，实行重点
项目特派员制度，一对一帮助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
问题。自7月份起，全区开展“项
目建设百日集中攻坚”活动，强
化部门联动，集中解决了一批
项目开工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加快重点项目推进速
度。

上个月底，烟台韩晔机械
有限公司的太荣车轴飞轮项目
领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成
为全区推行“拿地即开工”机制
以来首个获批项目。“从取得土
地批准文件到获得施工许可
证，仅用时7个工作日。”韩晔机
械项目负责人徐春展说，“这样
一来，项目开工时间提前了几
个月，落地速度加快，为我们大
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如何进一步挖掘项目建设

提速潜能？开发区率先在全市
推行“拿地即开工”推进机制、
重点项目督察考核机制、“三
重”项目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土
石方施工及挡土墙图纸审查管
理等举措，力促项目“早开工、
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
目前，已有韩晔机械、欣和食
品、宇皓新材料、荣昌生物等10
家项目单位启动“拿地即开工”
模式，其中韩晔机械和瓦鲁机
器人项目已开工建设。专班推
进、归口调度、动态管理、一月
一调度、两月一研究、三月一现
场观摩……一系列“硬实”举措
加快重点项目落地见效。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
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是重要
抓手。“我们要早动手、争主

动，梯次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开发区重点项目推进中心负
责人说，目前，开发区已着手
启动明年集中开工项目及省
市重点项目的筛选工作，初步
确定明年将重点推进工业项
目100个，涉及新材料、智能制
造、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其
中，新开工项目43个，总投资
600亿元，一季度参加集中开工
项目20个。

除全面推广“拿地即开工”
推进机制，明年开发区还将继
续加快流程再造，探索“建成即
投产”模式，加速构建上下游闭
环式项目建设管理格局，打造
从项目洽谈、签约到开工建设、
投产运营无缝对接的责任体系
和服务链条。

今今年年，，烟烟台台开开发发区区新新开开工工项项目目4433个个
50个续建项目已竣工投产35个，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中中国国人人寿寿推推出出国国寿寿鑫鑫福福临临门门年年金金保保险险

近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在
建司七十周年之际，重磅推出一
款保险新品——— 国寿鑫福临门年
金保险。该保险产品可满足客户
的子女教育需求、养老规划需求、
家庭财务管理需求，为客户提供
贴心关爱与守护。

特别生存金、年金连续多次
给付。符合国寿鑫福临门年金保
险合同约定，自保险合同生效年
满五个保单年度后的首个年生效
对应日起，至保险合同生效年满
十个保单年度后的首个年生效对
应日前，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
合同的年生效对应日，中国人寿
每年按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确
定的年交保险费的100%给付特别
生存金。自保险合同生效年满十
个保单年度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
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前，若被保
险人生存至保险合同的年生效对
应日，中国人寿每年按国寿鑫福
临门年金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确定的年交保险费的50%给付年
金。

十五年满期，即可实现保险
金自主支配。国寿鑫福临门年金
保险产品保险期间为十五年，满
期领取早。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
的年生效对应日，即可获得满期
保险金。中国人寿按照国寿鑫福
临门年金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

额给付满期保险金，客户即可按
需规划。

组合万能险，有效对接客户
需求。为满足客户多种需求，国
寿鑫福临门年金保险可与国寿
鑫尊宝终身寿险 (万能型 ) (庆典
版)产品进行组合投保。组合投保
万能保险后，国寿鑫福临门年金
保险所给付的特别生存金、年
金、满期金均可转入个人投保的
万能保险产品，实现按需规划。
特别生存金、年金和满期保险金
根据需求转入组合投保的万能
保险后，客户在应急时可启用保
单借款和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
(万能型)(庆典版)产品的部分领
取功能，解决燃眉之急。一份保
单，既是保险金，也是备用金，体
现了中国人寿以客户为中心，用
心思考客户需求的产品设计思
维。

举例来说，30岁的鑫先生投
保了国寿鑫福临门年金保险，选
择十年交，十五年满期，年交10万
元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355010
元。在合同生效满五个保单年度
后的首个年生效对应日起，至本
合同生效年满十个保单年度后的
首个年生效对应日前，鑫先生每
年可领取特别生存金10万元，最
多可领取五年，最高可领取50万
元。自国寿鑫福临门年金保险合
同生效年满十个保单年度后的首
个年生效对应日起，至本合同保

险期间届满前，鑫先生每年可领
取生存金5万元，最多可领取五
年，合计领取25万元。当鑫先生生
存至合同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
对应日，合同终止，鑫先生可以领
取满期保险金355010元。同时，鑫
先生在合同约定期内还享有身故
保障责任。此外，鑫先生还可以选
择组合投保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
(万能型)(庆典版)保险产品，发挥
保险产品组合优势。

据了解，中国人寿在保险产
品供给方面，始终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多元化产
品经营策略，不断强化资产负债
管理，遵循价值导向，持续增强
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充
分发挥保险产品组合效能，以更
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多样
化的保险保障需求。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具体以《国
寿鑫福临门年金保险利益条款》

《国寿鑫尊宝终身寿险(万能型)
(庆典版)条款》《国寿鑫尊宝终身
寿险(万能险)(A款)条款》《国寿鑫
尊宝养老年金保险(万能险)(C款)
条款》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个人保险基本条款》为准。特
别说明：万能保险产品结算利率
超过最低保证的部分是不确定
的。详情请咨询中国人寿客户服
务热线95519或到当地中国人寿
营业网点咨询。)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本部全体在职党员

观看《榜样4》专题节目并集中研讨

10月28日，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工商银
行烟台分行直属党委组
织本部全体在职党员集
中观看《榜样4》专题节
目。

该专题节目集中彰
显了优秀共产党员坚定
信仰、担当作为、服务群
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
貌，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执着坚守。全体党员通
过观看专题节目中众多
榜样的典型模范事迹，学
习榜样奉献精神、崇高理

想，加强勇于担当作为的
精神风貌。

观看完《榜样4》专题
节目后，各党支部组织部
内党员进行集中研讨交
流，每位党员结合工作实
践，自发谈心得、谈体会、
谈收获。党员们纷纷发自
肺腑地感慨，在观看专题
节目后深受教育和鼓舞，
思想上接受了一次精神
洗礼，今后工作中将沿着
榜样的足迹砥砺前行，真
正做到以榜样为镜，踏实
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
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

(通讯员 龚妮)

光大银行烟台分行

“小棋王争霸赛”活动开始报名啦

2019年，光大银行烟
台分行着力搭建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体系，为
客户提供“医、食、住、
行、游、娱”等多项资源，
提升客户体验。光大银
行将于12月8日举办第一
届“光大银行杯”小棋王
争霸赛暨烟台市象棋定
级赛。本次活动拟通过
传统的棋艺竞赛，弘扬
棋类文化，通过激烈的
棋艺比拼，增添棋友博
弈乐趣，为青少年象棋
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
我才华、加强彼此交流
的平台。

本次象棋比赛，由烟
台市象棋协会主办，光大
银行承办。年龄在6岁至
12岁的选手即可报名参
赛，并可获得中国象棋等
级证书。比赛参照使用国
家体育总局2011年象棋竞
赛规则，采用瑞士轮赛
制，比赛时间定于12月中

上旬周末举办，赛程一
天，比赛开始后，迟到15
分钟将视为本局弃权处
理。比赛结束后，烟台市
象棋协会将参照比赛成
绩，按照《中国象棋协会
棋手技术等级条例》及

《象棋升级赛技术等级称
号晋升对照表》申报选手
相关等级称号，公布升级
名单。

中国象棋有利于培
养青少年全局意识，锻
炼个人观察能力和逻辑
思维，欢迎大家踊跃报
名！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
30日，报名相关事宜详询
电话，0535-666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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