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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B02 城事

山东浩亿珠宝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山东浩亿珠宝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0682MA3DCE171M)经股东决
定减少注册资本，由原壹亿捌仟万元整减
少到叁佰万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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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易航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公告

莱阳市易航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682MA3NM01XXT)经股东决定减
少注册资本，由原叁佰万元整减少到拾万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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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莱阳市委党校卫生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70682MJE345003U)经理事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已经成立，清算组由彭亚军、董月

红、于华、张宝全、路墨林组成，清算组负责

人彭亚军。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尹绍义(注册号：370682600205742)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尹绍义(注册号：370682600133822)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尹绍义(注册号：3706823410142)营业

执照(正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履
行行政决定催告书送达公告

新专电子(烟台)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拖欠职工2019年

2月至 2 0 2 0年 2月住房公积金，
违反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第 二 条 规 定 ，我中心依据《条
例》第三十八条做出《履行行政
决定催告书》。

因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
邮寄送达等法定方式无法送达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履行行
政 决 定 催 告 书 》( 烟 住 履 催 字

【2020】第6号)。请你自本公告发
出起60日内到烟台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开发区管理部 (地
址：烟台开发区金沙江路83号B

座 2 0 1 室 ) 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
达。

如你公司逾期不履行行政
决定 ,我中心将依法申请莱山区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 :高巍
联系电话 :6113190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0年12月17日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苹果嘉园三期18

～23、25～33、3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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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区滨海东路600号18～23、25～
33、3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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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9日至2020年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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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

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0年12月18日

本报烟台12月17日讯(记者
闫丽君) 12月16日，烟台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十三五’成就巡礼”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发
布了“十三五”期间医疗保障高质
量发展情况。烟台市医疗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永秋在发布会

上介绍，“十三五”期间，烟台市不
断降低群众用药负担，切实维护
医保基金安全。

据了解，烟台作为山东省公立
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试点，充分发挥药品、医用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在深化医药服务供
给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创新实施
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临
床用量大、使用金额高、患者感受强
烈的品种纳入带量采购范围，先后
开展了五市留置针等普通医用耗

材、骨科高值医用耗材、基础液体、
冠脉球囊、糖尿病和高血压药品、
注射器等普通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6批次，年节约资金5.2亿元，烟台
市在全国价格招采工作座谈会上作
典型发言。将118种救命救急的国家
谈判药品纳入医保，对57种高价药
品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及特药定点
零售药店的“双渠道”保障，将75种
院内制剂纳入医保报销。建立特殊
药品门诊用药保障机制，2021年
起，17种特殊药品实施单独门诊保

障政策，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

命钱”，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始终把
维护基金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以
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
行为，烟台市被确定为省医保基
金监管方式创新示范市、“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试点市。创新基
金监管方式，引入第三方参与监
管，实现信息共享、案件同查。新
建医保智能监管审核系统，进行
事前、事中、事后审核，开出全省

智能审核扣费第一单。建立有奖
举报制度，曝光违规医药机构350
家。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多
部门联合检查、区市交叉稽查，全
市检查定点医疗机构1756家，定点
零售药店3401家，实现了监督检查
全覆盖。市医保局成立以来，累计
查处违法违规医药机构2550家，暂
停医保结算和服务协议466家，解
除服务协议499家，行政处罚12起，
移交司法机关4起，处理医保医师
137人，追回医保基金7685万元。

“十三五”期间，烟台不断降低群众用药负担

118种救命救急药品纳入医保

仙仙阁阁古古风风秀秀
12月17日，“蓬莱阁杯”摄影微视频大赛颁奖仪式暨“仙阁古风秀”活动在蓬莱阁景区举行。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仙阁古风秀”，“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清丽婉约的汉服与千年古韵的蓬

莱阁相得益彰，不仅体现出蓬莱阁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丰富了蓬莱阁旅游产品，进一步挖掘
冬季旅游市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黄海丽 李媛 摄影报道

中日再生医疗临床试验中心落户烟台毓璜顶医院

本报烟台12月17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添
祎) 12月17日上午，中日再生医
疗临床试验中心合作签约仪式暨
学术交流大会在烟台毓璜顶医院
举行。在原中国驻大阪大使衔总
领事李天然等来宾的直接推动
下，烟台毓璜顶医院与乐敦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银丰生物集团
签下合作协议，标志着中日再生
医疗科研合作取得新的突破。

今年7-9月，“对话山东———
日本·山东产业合作交流会”在
济南举行。其间，还举办了中日
医疗创新发展中心揭牌仪式暨
中日再生医疗合作交流会。作为
对话山东——— 日本·山东产业合
作交流的延续性活动之一，烟台
毓璜顶医院、乐敦投资(中国)有
限公司、银丰生物集团三方达成
合作框架协议，建立面向中日两

国间再生医疗领域的研发、转
化、应用等技术转化平台——— 中
日再生医疗临床试验中心。

近年来,以干细胞为核心的
再生医疗项目备受关注。日本是
全球唯一对再生医疗立法的国
家，每年约有2000例临床应用案
例，无一例产生不良反应，技术
水平世界顶尖。此次建立的中日
再生医疗临床试验中心，是在省
内甚至国内最先引进代表国际
最先进水平的日本细胞培养体
系和平台。

烟台毓璜顶医院副院长宋
西成介绍说，在合作过程中，烟
台毓璜顶医院会安排医院的技
术人员、科研人员、医生到日本
学习高端的技术，进行相应的培
训，在合作过程中培养自有人才
队伍，提高医院科研能力，为将
来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双方临

床合作研究的成果，对于再生医
疗、养老健康、医美抗衰老等方
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此基础
上，还可以带动烟台甚至山东省
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烟台毓璜顶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杨军代表医院向李天然为推
动项目落地付出的心血表示感
谢。杨军表示，烟台毓璜顶医院是
国家卫健委备案的干细胞研究基
地，多年来，一直在积极探讨干细
胞在临床上的应用。他希望通过
此次合作，能够把干细胞的制备标
准化、研究方法标准化，期待产品
最终转化成对病人有用的药物。
他也希望通过与日本方面的合
作，使更多学科与日本先进的产
学研制度对接，不仅仅局限于干
细胞领域，而是在更广阔的专业
领域和专业范畴实现交流，结出
更多成果。

为重大项目做好服务

烟台市特检院牢固树立服
务意识，始终坚持企业发展我服
务、企业办事我铺路、企业有难
我相助的工作理念，发挥技术优
势，倾力为重大项目做好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

(通讯员 金鹏)

企业赠送锦旗
12月17日，万华化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生产基地设备
总监兼设备管理公司总经理崔

海兵一行3人专程来到市局赠送
锦旗和感谢信，对烟台特检院的
高效优质服给予高度赞誉。

(通讯员 金鹏)

主动作为提前介入

为了更好地服务烟台市重
大项目建设，烟台市特检院在万
华工业园设立NQI综合服务中
心，配备精干专业技术人员和高
端检验设备，按照企业需求积极
沟通对接，为顺利进行检验奠定
良好的基础。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疗前列腺炎效果好

“前列腺炎虽然不要人命，但
是发作起来真要命。”相信不光谢
先生有这样的感触，有过前列腺
炎经历的男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
同感。不过，现在谢先生不用遭前
列腺炎的罪了：从原来10多分钟
尿一次，到现在一天6、7次。这么
大的转变就是在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治疗的结果。

提起前列腺炎，大多数男人
都会色变，因为前列腺炎不仅是
尿频、尿急、尿滴沥等排尿困难，
治疗起来也有些棘手：明明是炎
症，打针吃药效果有限，一些患
者治来治去不见好！烟台新安男
科医院前列腺专家贾开敬主任
指出，要想更好地治好前列腺
炎，一要尽早，趁疾病没有扎根
治疗起来好得更快；二要选对医
院，前列腺炎靠普通的打针吃药
是治不好的，需要专门的治疗技
术，而这些只有像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这样的专业医院才有。

“医院每年能治好数千人次
的前列腺炎，先进技术功劳卓
著。”烟台新安男科医院贾主任介
绍，建院近20年来，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研发出数十项治疗效果好的
治疗方法，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

治疗前列腺炎方面成果显著。该
疗法将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经过十
多年钻研，研发出的治疗前列腺
疾病的中药专方制剂：清泉胶囊，
与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引进的数十
项代表前列腺疾病治疗水平的技
术，如ECO前列腺多能效应治疗
系统、ZD前列腺电场磁热治疗系
统、MCVIE前列腺治疗系统、前
列腺场效消融系统、ZRL前列腺
腔道介入系统等有机结合起来，
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不同病因，
量身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使
治疗更有针对性，即使像谢先生
这样十多分钟尿一次的患者，经
过治疗也能改善许多。

20年院庆，烟台新安男科医
院网上挂号仅需1元，20余项专
业男科检查仅需20元，20项男科
治疗费援助200元，咨询电话：
6259333或搜索微信公众号：烟
台新安男科医院。

商业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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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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