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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区X018林西线部分路段
封闭施工公告

福山区X018林西线G204至门楼镇
南庄村段进行半封闭施工，福山区X018
林西线西陌堂村至G204路段、大沙埠村
至王懿荣大街段实行全封闭施工，封闭时
间为2020年8月11日至2020年9月30
日，请过往小型车辆和行人绕行附近村
路，大型车辆绕行福桃路、王懿荣大街、港
城西大街。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和支持，并注意通行安全。

烟台市福山区交通运输局
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8月10日

公告
祥隆·又一城19-23、25-28、31. 33、
34、40、41号楼各业主:

受山东嘉士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委托，
我公司对高新区祥隆.又一城19-23、25-
28、31、33、34、40、41号楼的相关面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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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12日至8月16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
公示。请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
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
数据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
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
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7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1日

遗失声明

●吴桂芝购买烟台开发区富力
湾小区16号楼 1201室商品房的购房
款收据 2 张，分别为编号：3845213，
金额 10000 元；编号：0944502，金额
196226元，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烟台超时空网络有限公司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和副本丢失，证号：
370602761897027，声明作废。

●烟台华硕精密陶瓷有限公司办理
的1#研发中心，2#、3#、4#厂房，5#食
堂，6#宿舍，7#、8#门卫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字第 370601201400077
号）作废，特此声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
票、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烟台科瑞思网络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烟台成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修伟
杰、李克娟、粘丽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

罘支行已将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2016）鲁0602民初5657号判决书所

确认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合计本金

259.969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罚息、费

用）全部转让给范会鹏，现依法通知你

们，自本通知之日起，你们需向范会鹏

履行上述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202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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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帆协内引外战扩大交流

2020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赛精英赛由
青岛市重大国际帆船赛事活动组委会、青
岛市体育局、烟台市体育局等单位主办，
旨在促进半岛城市间时尚体育一体化融
合发展。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东
营、滨州七市分别派出队员参赛。竞赛船
只为J80组别龙骨型帆船，分别进行场地
赛和长航赛。烟台帆协队由杨森、朱延
斌、柳志强等高手组成，代表我市参赛。
在两天的场地赛及长航赛中，烟台帆协队
团结协作，密切配合，迎风战浪，充分展示
了烟台帆船健儿的风采，受到了参赛队及
组委会的好评。

海阔风正劲，扬帆正当时。烟台市帆
船帆板运动协会会长杨森表示，参加山东
半岛城市帆船精英赛，不仅重遇了许多老
朋友，还迎来了很多新面孔。这些新面孔
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不同行业，但相同的
是我们都是帆船人。我们是抱着学习的
心态来参赛的，我们的水手第一次参加竞
技性这么强的比赛，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大
风浪天气情况下比赛。驾船出海，搏击风
浪，跟其他船队拼速度、拼战术，这个过程
特别开心，也很激动人心。

整个赛事非常正规，从疫情防控、船
队选择到赛制设置，都非常专业，让我们
在各个方面都收获很多，为我们今后自己
办赛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与精英赛这
样充满激情的比赛是会上瘾的。烟台帆协
队多年来举办了很多大型帆船赛事，扩大
了烟台帆船的影响力，增加了烟台城市的
美誉度。我们也经常出去参加全国性的
赛事，扩大交流增进友谊，有助于烟台帆
船事业不断发展，再创辉煌。”杨森说。

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成立

为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各城市间帆船
运动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帆船产业的
繁荣发展，不断扩大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运动
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在8月8日举行的第
十二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开
幕式上，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东营、
滨州七市体育局以帆船赛事为媒，现场签
约，成立了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

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成立后，各
方相互支持彼此帆船赛事节庆活动，资
源共享、互利共赢，搭建山东半岛地区帆
船赛事活动合作平台。各方积极参加联
盟城市举办的国内外帆船运动交流项
目，促进体育、文化、旅游等业态深度融
合。各方充分发挥帆船在提升城市品质
和改善形象方面的积极作用，在青少年
和全民帆船普及方面加强协作，利用各
方既有的推广体系，不断培育帆船人口，
让帆船为城市百姓造福。积极推动青少

年帆船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各城市的
具体情况，建立青少年帆船俱乐部、特色
学校，联手举办帆船训练营、夏令营，积
极开展中小学生帆船交流活动，定期举
行沿海城市青少年帆船比赛，建立帆船
后备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培养优秀帆船
运动员。携手打造国际、国内品牌帆船
赛事。整合各城市的资源优势和办赛条
件，加强协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知名的赛事品牌，提高帆船赛事的知名
度和吸引力。共同做大做强帆船产业。
立足各自的条件和优势，出台相应的优
惠政策，鼓励、扶持帆船产业快速发展。
相互配合、共同参与，联手培育国际品牌
帆船产业。

发展帆船运动提升城市活力

在8月9日举行的中国沿海暨山东半

岛城市帆船对话会上，就“山东半岛城市
帆船运动发展”议题，烟台、潍坊、威海、日
照、东营、滨州分别分享了本地帆船运动
的现状和未来规划，达成《青岛共识》，未
来中国沿海及山东半岛城市将强化合作，
携手做强帆船产业，搭建国际赛事平台，
促进全方位交流和多层次合作。

烟台市体育局副局长王鲁涛分享了
烟台帆船运动的现状和未来规划。他表
示，烟台是我国开展帆船帆板运动最早
的城市之一，先后培养出了31个世界冠
军、80多个全国冠军。2011年，烟台市
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成立，协会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帆船帆板运动普及
推广工作，多次参加和承办国际国内赛
事，精心打造烟台品牌赛事，长期开展
帆船进校园、帆船夏令营等培训活动，
为我市帆船帆板运动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近年来，帆船运动日趋流行。8月9
日，由烟台市体育局主办、市帆协承办

的烟台帆船公开赛如期举行，推动了全
民健身运动的开展，促进了烟台体育和
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丰富了城市人文
内涵。

“2019年，烟台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
了大力发展帆船帆板运动的指示。随后，
烟台市体育局立即与行业机构对接，组织
到先进城市观摩学习，邀请国内专家实地
论证，最终形成推进帆船帆板运动工作实
施方案：引进高端机构，助力项目发展；加
强教体结合，推动项目普及；承办精品赛
事，激发城市活力；完善基础设施，创造一
流条件。下一步，烟台将积极融入山东半
岛帆船城市联盟，广泛参与赛事活动、交
流合作，与各城市携手推进帆船运动、帆
船产业发展，为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展望未来，王鲁涛充满信
心。

通讯员 杨汶谚 杨森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

山东半岛山东半岛
帆船城市帆船城市
联袂扬帆联袂扬帆

以帆为媒以帆为媒，，因海结缘因海结缘，，城市联动城市联动，，共同发展共同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电 收录新词“初心”“点
赞”“二维码”，增加新义项“卖萌”，文字有了
声音、笔画有了动态……记者从10日在京举
行的《新华字典》新版首发暨商务印书馆文教
读书月启动仪式上获悉，新推出的《新华字典》
第12版在科学性、规范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跟
进社会发展，更加适合新时代读者需要。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

字典，目前已成为中国人乃至全球许多国家
和地区汉语学习者的必备工具书，获得过“最
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
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目前印行超过6亿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
青表示，《新华字典》第12版于2013年筹备
修订，2015年正式启动并逐步实施。此次修
订主要有八项内容：一是根据国家规范和教

学需求，增补字头；二是跟进时代，适量增补
新词；三是贴近生活，增补新义新用法；四是
与时俱进，完善字词释义；五是满足需求，增
补实用字音；六是体现规范实用，完善《部首
检字表》；七是依据权威资料，更新附录信息；
八是正文每页附二维码，借助纸书+二维码的
形式，实现了媒体融合的二次升级，可以看听
结合。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表
示，《新华字典》已延递12个版次，及时反映了
社会变迁与进步。商务印书馆以《新华字典》
新版首发为序幕，启动“新华绽放——商务印
书馆文教读书月”活动，将推出“涵芬大讲堂”

“2020阅读行动论坛”“文教类图书新书发布
会”“家庭书架推荐”等系列活动，向读者推荐
经典名著和精品好书，助力全民阅读。

新版《新华字典》首发

增补“初心”“点赞”等新词

以帆船为媒，促融合发展。8
月7日，作为2020第十二届青岛
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洋节的
重要板块，山东半岛城市帆船赛
精英赛在青岛奥帆中心扬帆，烟
台帆协队参赛获佳绩。8月8日，
由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日照等
半岛沿海城市共同发起的山东半
岛帆船城市联盟在青岛签约成
立。山东半岛帆船城市联盟将搭
建山东半岛海上体育合作平台，
扩大山东半岛时尚体育影响力。

据新华社伦敦电 英超冠军利物浦10日宣布，希腊左
后卫斯米卡斯已由奥林匹亚科斯转至“红军”麾下。据英国
媒体报道，24岁的斯米卡斯与利物浦签约五年，其转会费
约为117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07亿元）。

英国媒体称，利物浦本来出价1000万英镑想要得到诺
维奇城的左后卫刘易斯，遭到拒绝后把目光转向斯米卡斯，
完成今夏第一笔引援。事实上，利物浦已关注斯米卡斯多
时。早在2017-2018赛季希腊人被租借到荷兰踢球时，就
已经登上利物浦的观察名单。

斯米卡斯表示：“我为来到这里感到自豪。对我而言，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能成为其中一员是我的荣耀，
我会全力以赴。”

斯米卡斯加盟
利物浦

据新华社洛桑电 德甲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体育总监
佐尔克10日表示，曼联十分感兴趣的英格兰边锋桑乔下赛
季将继续留在德甲为多特蒙德效力。

“计划就是桑乔将继续留在队中，这是最终决定。我想
这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佐尔克在位于瑞士的训练营说，“俱
乐部已经给桑乔加薪，以匹配他的进步和表现。同时，我们
也把他的合同延长到了2023年。”

桑乔2017年从曼城加盟多特蒙德，原合同2022年到
期。在曼联获得下赛季欧冠资格后，双方曾有过密切接
触。桑乔在刚刚结束的2019-2020赛季中表现出色，代表
多特蒙德在德甲出战32场，打入17粒进球。

桑乔将继续效力
多特蒙德

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从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以“汇中国百戏 展戏曲新颜”为主题的2020年戏曲百
戏(昆山)盛典计划于10月11日至11月下旬在江苏省昆山
市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116个剧种、126个剧
目将在此间集中献演。

为展示和利用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展现全国
348个戏曲剧种的独特魅力，激发戏曲剧种活力和戏曲院
团潜力，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于
2018至2020年在昆山市共同举办3届百戏盛典，在3年内
将全国348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折子戏）集中展演。

自2018年开始，百戏盛典先后组织30个省（区、市）
232个剧种、274个剧目、134场演出，共计8万人次现场观
看，网络观看点击量超过3500万人次。

戏曲百戏盛典
10月开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 8月 7日，3W集
团、猛犸市集联合承办的业达起航——2020中国（烟台）海
岛潮集周在烟台开发区金沙滩海滨公园御风广场（音乐广
场）盛大开幕。本次烟台海岛潮集周展示2019世园会周边
文创展、蒙古文创情怀腾格里主题展、3W文创综合展、京
潮创意综合展等文创IP展。同时，还设置了北京礼物系列
展售区、海岛民俗潮玩体验区等多元的文化体验区。

开幕式上，央视歌游中国总导演卫青、执惠旅游创始人
CEO刘照慧、猛犸市集创始人任鑫力、3W集团3W空间总
经理郭晓东、3W烟台城市战略发展特聘顾问潘立超、烟台
市中小微企业联合会监事长杨建隆等嘉宾莅临现场。

3W集团以3W COFFICE作为落地载体，当前在全
国14个城市落地18个众创孵化空间，累计获得国家级众
创孵化荣誉资质数十家，以创新服务赋能1000万中小微创
新企业快速成长。猛犸市集是以文旅产业内容为载体的快
闪消费空间项目，通过创意设计和市场运营将非遗时尚化、
文创场景化、文旅商业化，打造年轻人可以接受并且乐于追
捧的快闪空间。签约仪式现场，任鑫力与郭晓东签署合作
协议，开启打造金沙滩文创潮集空间项目战略合作，计划在
三年内全国开设6家3W文创空间；未来，将引入马蜂窝旅
行、同程文旅实验室、人民日报文创体验中心、非遗研学基
地等核心文化业态，并打造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潮集商业
区以及海岛沙滩创意书店主力业态。

烟台海岛潮集周
彰显文化魅力

烟台帆协队在比赛中烟台帆协队在比赛中。。

海岛潮集周现场海岛潮集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