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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社保稽核行政处

理事先告知书 (烟社稽理

告字[2020]第56号)，自公告

起60日内来烟台市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告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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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类型：行政告知书

公告
烟台宏升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社会保险提供担

保告知书 (烟社稽保告字

[2020]第56号)，自公告起60

日内来烟台市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稽核科领取告知

书，逾期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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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4日

联系人：姜宇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电话：6632131

邮编：26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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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11月22日，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改革试点赛中职组护理技能赛项在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圆满收官。来自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36支代表队的36名选手同台
竞技，最终共决出一等奖4个、二等奖7个、
三等奖11个，其中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2018级护理专业1班官硕获得总分第一
名，指导教师王晓玲获得“优秀指导教师”
奖，这也是学校自参加全国护理技能大赛
以来连续获得的第十枚金牌，为烟台市、
山东省赢得了荣誉。

本次赛项以临床工作任务为导向，按
照临床护理岗位工作要求，对老年患者实
施连续、科学地护理。竞赛分别设置理论
考试和技能考试，主要考核参赛选手的知
识应用、临床思维和决策、紧急救护等综
合能力，历经三天时间全部完成比赛。作
为改革试点赛，本次大赛在模式创新上亮
点频现，理论考试和竞赛赛道都进行了改

变与创新；实行赛场开放，参赛队指导老
师和领队可以现场观摩；首次应用了标准
化病人，为选手贴近临床、与患者沟通提
供了保障；选手的人文关怀有进步，展现
了护理人员的职业素养、临床护理技能和
操作水平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

本次改革试点赛是在《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发布以后举办的，是贯彻
护理教学改革理念的重要载体，是对全国
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教育的一次大检阅，集
中展示了护理职业教育改革成果，展现了
护理专业师生的职业风采，为参赛选手搭
建了技能展示的舞台，为学校提供了交流
学习的机会。莱阳卫校将以全国技能大赛
改革试点赛为契机，将技能大赛标准应用
到教学内容中，促进课程改革、教学改革
和师资培养，更好地落实教育部“1+X”证
书制度试点项目，培养贴近临床、贴近生
活、贴近岗位的护理学生，为卫生健康事
业输送合格的医护人才。 （董广云）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获得护理国赛第十枚金牌

商业栏目

遗失声明
山东建逸新型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的道路运输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911270号，车辆号

牌鲁FBH392(黄)，现予以

声明作废。

莱阳隆世运业有限公

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

运证号：370682912195号，

车辆号牌鲁FBL721(黄)，
现予以声明作废。

韩 晓 梅 ，不 慎 遗失
2007年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证 ， 编 号 ：
20073709931000852，声明

作废。

孔伟的水域滩涂养殖

证号：鲁牟平区府(海)养
证【2011】第00636号，海域

面积18公顷、水域坐落位

置：姜格庄乡(镇)大庄村。

现已丢失，声明作废。

烟台君邦选矿材料有
限公司减资公告

烟台君邦选矿材料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820604319533)经股
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
1350万减少到1000万元，请
相关债务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做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本报烟台11月26日(记者 李
顺高 通讯员 侯俊南 姜雅静

宫钦钊) 记者从海阳市委宣
传部获悉，为了扩增供热面积，打
造全国首个“零碳”供热城市，让
更多海阳市民享受到清洁能源供
热，2020年，海阳将核能供热作为
重要民生工程、绿色工程列入全
市“双重点”项目，2020年11月，国
家能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程二
期450万平方米供热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

首个供暖季，7000余户

居民享受到高质量核能供暖

据介绍，2019年11月，作为全
国核能商业供暖的先行者，海阳
核能供热项目首个供暖季，70万

平方米供暖面积、50个小区、7000
余户居民享受到了高质量核能供
暖，经过136天供热检验，海阳核
能供热系统设备运行正常，各项
指标均达到要求。

据测算，核能供热项目首个
供暖季累计对外供热28 . 3万GJ，
减排烟尘 9 2 . 6 7吨、二氧化硫
158 . 9吨、氮氧化物151吨以及二
氧化碳2 . 41万吨，实现了节能减
排、高质量供暖的多方共赢，为海
阳的蓝天白云添了一份“环境保
险”。2019年11月28日，在国家能
源核能供热商用示范工程观摩会
暨核能综合利用专家研讨会上，
海阳市荣膺“山东省核能综合开
发利用示范城市”。

2020年，海阳将核能供热作

为重要民生工程、绿色工程列入
全市“双重点”项目，多部门联动
配合，专项调度推进，企业全面发
力，提高核能供热能力。在一期70
万平米供暖面积的基础上，山东
核电又开启了推进大规模长距离
供热的研究工作，对1、2号机组高
压缸排汽管道进行改造，具备了
450万平方米规模化供热能力。

“二期450万平方米供热项目
是从核电机组二回路抽取蒸汽作
为热源，通过换热站进行多道隔
离、多级换热，最后经市政供热管
网将热量传递至用户，该项目在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
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项目建成后，
届时海阳核电厂热效率将提高
3 . 25%，预计每个供暖季节约原

煤10万吨，改善海阳供暖季大气
环境，减少环保投资、缓解燃煤运
输压力，对保障北方清洁供热、促
进碳中和目标、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山东核电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放
介绍。

建设配套设施，推进核

能供热全域覆盖

为 推 进 核 能 供 热 全 域 覆
盖，海阳丰源热力公司、海阳海
发新能源有限公司联合投资8
亿元，铺设核能供热主管网，建
设中继泵站、换热站，与市内龙
凤热力、宏峰热力两家热力公
司联网互通，为下一步全域核
能供热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

加快项目进度，提高供热效能，
我们对供热管网进行了优化设
计，将整条供热线路划分为6个
标段，分段施工，确保在2021年
供暖季投入使用，满足海阳全
市的供热需求。”丰源热力公司
董事长赵新说。

2018年12月海阳核能供热项
目正式立项；2019年11月海阳70
万平方米的小区实现核能供热；
2020年11月，核能供热第二个供
暖季开始运行，国家能源核能供
热商用示范工程二期450万平方
米正式开工建设。短短两年时间，
海阳核能供热项目完成了从概念
到设计规划、落地实施、完善改
进，更描绘出了冲刺更高质量更
广范围供热的宏伟蓝图。

海阳打造全国首个“零碳”供热城市
450万平方米供热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预计每个供暖季节约原煤10万吨

蓬莱启动“冬游仙境”文旅活动
五大板块20项主题活动亮点纷呈

本报烟台11月26日讯(记者 闫
丽君 通讯员 吴延朋 周佳惠)

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蓬莱冬日
颜。记者从蓬莱区委宣传部获悉，近
日，“冬游仙境”启动仪式暨“小雪跑
小海”蓬莱古城亲子马拉松在蓬莱
阁景区举办。此次比赛将蓬莱特色
文化融入体育赛事，展现出蓬莱“文
化旅游+体育”的休闲写意方式，吸
引了众多游客家庭的参与。古城亲
子马拉松作为蓬莱“冬游仙境”系列
活动的首项内容，拉开了蓬莱冬季
旅游的序幕。

素有“人间仙境”美誉的蓬莱仙
境令无数游客流连忘返。今年，蓬莱
区充分发挥“旅游+”合力，结合文化
旅游、葡萄酒活动、体育赛事等各方

资源，推出冬游仙境五大板块20项
主题活动，涵盖文化推广、特色旅
游、地方民俗、体育赛事、跨年迎新
等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盛况空前的
冬游新玩法，为广大游客来蓬迎冬
赏雪过大年备足了“菜肴”。

冬季旅游正当时，20项主题活动
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为游客冬游仙
境提供了更多选择。“阁外蓬莱”特色
旅游文化推广活动、“仙境故事会”比
赛、“蓬莱阁”杯摄影微视频大赛颁奖
仪式暨仙阁汉服秀，充分展示蓬莱深
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特色。“冬游齐
鲁 聚焦蓬莱”全省媒体采风活动、

“冬游仙境 金牛贺岁”系列活动、
2020蓬莱产区新酒节、安诺酒庄摄影

大赛，通过媒体、摄影师视角全面展
示蓬莱光影之美。“浓情温暖腊八节”
主题活动、“欢乐蓬莱年”年货节、登
州游园灯会，让游客感受浓厚的春节
民俗和多彩的地域文化。2020年“中
国体育彩票杯”山东省排球冠军赛、

“冬泳迎新·朋来跨年”海滨冬泳活
动、欧乐堡跨年夜等活动，为游客留
下辞旧迎新的别样记忆……

五大板块20项文旅活动，主打
文化、体育、民俗、葡萄酒和节庆牌，
系列新产品新业态让旅游供给更丰
富，既体现了蓬莱悠久的地域文化，
又彰显出蓬莱“人间仙境、美酒之
乡、休闲天堂”的独特气质。系列活
动突出全民参与、互动性高，活动持
续到明年2月份。

来烟台新安治疗泌尿感染
找对方法治疗避免反复发作

“发炎之后，治来治去总不见
好。”最近，王先生感觉私处不适。自
己买来一些消炎药和清洗的药，结
果使用一个多月不见好，只好到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求助。

“泌尿感染不是普通的炎症，需
要明确病因，采用针对性的方法治
疗，才能药到病除。”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主任屈衍指出，
在治疗泌尿感染方面，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拥有数十项治疗效果显著的
特色治疗技术。其中治疗泌尿感染
和性传播疾病的联合治疗新技术是
标杆技术。该技术从分子生物学角

度，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通过现
代医学手段选择特效药物，结合PT
技术(物理治疗技术)，将特效药物直
接作用于病灶处，深入全面杀灭病
原体，快速消除各类症状，而且能阻
断病原体繁殖根源，修复受损细胞，
激发人体免疫细胞的活性，强化自
身整体免疫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治疗泌尿感染首次治疗非常重
要。”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泌尿外科专
家主任屈衍强调，如果能一次治好
泌尿感染，能有效避免反复发作。

相关链接：“情暖冬日，健康有
我”，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网上挂号仅

需1元，每种男科疾病检查套餐仅需
30元，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高1000
元。咨询电话：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
众号：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2021年1月25日起放寒假

烟台中小学假期安排出炉

本报烟台11月26日讯(记
者 李楠楠) 记者从烟台
市教育局获悉，根据省教育
厅假期安排有关要求，结合
烟台市实际以及传统节日时
间，2021年烟台市普通中小
学假期时间出炉。

2020—2021学年度，烟台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寒假放
假时间为：2021年1月25日(农
历腊月十三)至2月28日(正月

十七)，3月1日开学。普通高中
学校寒假放假时间为2021年2
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三)至2
月27日(正月十六)，2月28日
开学。烟台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和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放假
时间统一安排为2021年7月12
日至8月29日，8月30日开学。
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寒暑假
期安排的区市，须提前按规定
程序审批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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