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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莱 山 区 山 海 路 57 号
62.63.64.65.66.67.68.69.70.71.72.7
3.74.75.76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弘邦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
司 对 莱 山 区 山 海 路 57 号
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
6号楼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
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图测绘已完成，决定
于2020年9月17日至9月21日在莱山区山
海路57号（弘邦宝第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
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认真
核对所购房屋的现状、位置、边长数据及共
有共用面积分摊方法是否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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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
将及时派人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 系 人：李工
联系电话：0535-670353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莱山区分院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公 告
开发区玉溪路20号磁山御水雅都89-
99号楼业主：

受烟台磁山圣水天苑置业有限公司的
委托，我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对开发区
玉溪路20号磁山御水雅都89-99号楼的
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
业计算等工作已完成，决定于2020年9月
17日至2020年9月21日在营销中心和物
业办公室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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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工 李工
联系电话：0535—6110759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区分院
2020年9月16日

公 告
莱山区X014沟范线 (周格庄西-

莱山牟平界）、X018林西线(沟范线-

夹河桥)分别于2020年9月21日进行

施工作业，施工工期60天；施工期间

上述路段将实行交通封闭，过往车辆

请绕行马大线、河滨路、杜黄线、

G204、孔周线、马屯线。施工给您带

来的不便请谅解。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烟台市莱山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2020年9月16日

通 告
2020年9月21日至2020年10

月 22 日，国道 G228（原省道 S302）
K2259-K2273（莱山区轸格庄-牟平
区牟山路口）、S207莱乳线K10-K11
（莱山区孔家滩-轸格庄）进行路面
维修、标线施划。施工期间道路单幅
双向通车或单幅半幅通行，车道变
窄，请过往车辆注意施工标志，减速
慢行或择路绕行。施工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烟威高速公路管理处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通 告
因道路大修施工，2020年9

月21日至10月10日，芝罘区珠

玑西路（幸福北路至铁路桥）禁

止车辆通行，请过往车辆按交通

标志指示绕行。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16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机构名称：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机构编码：B0108L33706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70351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5月04日
机构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
台片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16号
邮政编码：264006
发证日期：2020年09月09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烟台监管分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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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罗世荣的执业药师注册证丢

失，注册证编号：372219061335，声明
作废。

●本人姜红霞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购买的天安山水龙城烟台天安置
业有限公司芝罘区卧龙中路 1 号 C
区 1 号楼 1 单元 502 因本人保管不
善，将此套房屋首付款收据遗失。
首付款收据号 NO：32620668，收据

代码 3700162350，金额 299202 元。
特此声明收据作废，由此引起的一
切责任纠纷与烟台天安置业有限公
司无关。

●张春洋购买的烟台城发置业
有限公司的康和新城A区 15座 0单
元 8层 802 户首付款一张收据丢失，
收据代码：237061391201,收据号码：
00091024，收据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4日，金额为215657元整，特此声明
作废。

广告订版热线

6631203

1555355519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
讯员 王菁萱）日前，莱州市永安路街道积
极探索建立“1343”情暖夕阳离休干部精
准服务模式，努力提升对离休干部的服务
质量，开展精准服务离休干部走访活动，使
离休干部切实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走访过程中，街道严格落实“1343”服
务模式，为每位离休老干部配套三名关怀
服务联系人，向离休干部发放《离休干部
亲情联系卡》，实行“三对一”关怀联系服
务。落实四项工作制度，详细了解离休干
部家庭情况、居住状况等内容，为离休干
部建立档案。做到三个到位，即保证人员
到位、联系服务到位、督导检查到位。

根据走访情况，街道认真梳理离休干
部的实际困难和意见建议，及时登记做好
反馈，并做到“一人一策”、精准服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
锐 通讯员 王议婧）近日，在莱州市虎
头崖镇虎头崖村，全村50多名党员村
民利用晚上的闲暇时间聚在一起，共同
聆听了一场引人入胜的特殊党课。

此次，莱州市委党校王吉刚校长
在虎头崖村、东小宋、西小宋、西大宋、
西原村和东宋村共6个村开展了巡回
党课。一直以来，虎头崖镇党委始终
把讲党课作为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重
要抓手，在示范培训集中讲、领导干部
带头讲、鼓励党员踊跃讲、及时推送网
上讲的基础上，积极与莱州市委党校
开展了本次党课巡回宣讲活动，进一
步丰富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课程体
系，教育激励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充分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唐寿锐 通讯员 王涛）近
日，莱州市审计局主动对接国
内知名高校，积极宣传推介莱
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及人才发
展政策和环境，贯彻落实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市战
略，扎实推进招才引智工作。

据介绍，莱州市审计局
主要领导带队赴西安交通大
学和兰州大学等国内知名高
校，对接莱州籍专家教授，进
行针对性的人才政策宣传，
商讨科研成果转化、产学研
结合等领域的合作事项，积
极促进各类领军人才和高层
次人才到莱州市创新创业。

永安路街道：

“1343”情暖离休干部
虎头崖镇：

农村党课接地气聚人心
莱州市审计局赴

知名高校开展人才工作

双塔食品：上半年业绩逆势增八成
YMG全媒体记者 殷新 通讯员 尹晓文 摄影报道

8月20日，双塔食品披露上半年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71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亿元，同比增长80.7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483.73万元，同比增长108.68%，
上半年业绩实现逆势强劲增长。“

在粉丝包装车间，女工正在工作。

高品质功能性蛋白深加工项目高品质功能性蛋白深加工项目。。

与时间赛跑，激发创新发展新活力

8月16日，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自动
化立体库前集装箱车辆排成长龙，正在等待仓库
发货。当天，共有31辆集装箱从双塔出发前往
烟台港、龙口港，500多吨高端蛋白将漂洋过海
发往美国等欧美国家和地区。

逆境当中，谁抢抓机遇、率先而为，就拥有了
前行的底气。双塔食品没有在疫情期间驻足，而
是克服重重困难，在生产、销售、项目建设方面，
闯出了独具特色的双塔速度。

早在今年元旦期间，双塔食品就提出了企业
长远规划，及早谋划长期战略布局，在销售、效
益、技术、管理等方面强势亮剑。春节前后，这场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于奔跑中的双塔来说，就是
一场大考，考验的是决策层应对困难的快速决
断、方向掌控和市场灵敏度。从上半年发布的业
绩可以看出，双塔食品一直是与时间赛跑的高效
执行者。

春节前夕，10万吨豌豆精深加工项目已经
到了最后的调试关键期，但设备厂家技术人员却
着急回家过年，调试准备挪到年后进行。杨君敏
董事长审时度势，坚决要求年前进行调试运行工
作，加快推进项目调试的进度，三天时间，车间试
车成功，开创了豌豆加工试车史上的“双塔速
度”。也正是这一决定，为该项目投产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春节期间，即使疫情形势紧张，技术
人员无法到位，也没有影响到车间的投产运行。
可以说，双塔食品用春节前的三天调试，避免了
春节后因疫情影响带来的诸多制约因素，使该车
间投产运行至少提前了60天，在国内疫情最严
重的时刻，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转化突破，为销售
战线拓展新市场赢得了宝贵时间。

销售战线更是抢抓市场机遇，强势出击。起
初，因疫情防控销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
双塔认识到，与其被动的等待不如快速反应、有
效应对，闯出一条新路。于是，公司组织精干力
量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拨开疫情带来的重重
迷雾全力开发销售市场。他们看到了公司高端
蛋白在健康产业的销售出路，立即转变观念，展
开一场疫情防控与销售并行的攻坚战。连续两
个月，实现高端蛋白单月发货突破历史纪录。与
此同时，淀粉、纤维、粉丝市场，销售订单不断，市
场拓展前景广阔。

激发创新发展新活力，是双塔食品在疫情防
控期间最鲜明的特色，也是能够在最困难的时
期，将危机化为机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科技支撑，让技术成为核心竞争力

8月21日，山东省农科院举行了新闻发布
会，宣布首批聘任省内外知名企业高管等担任该
院“产业研究员”。双塔食品董事长杨君敏成为
省农科院首批产业研究员。

据了解，设立产业研究员制度为全国首创，
也是省农科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聘任人选主
要为省级及以上行业重点龙头企业中从事科技
创新工作的企业家或者企业高管，具有较强的科
研水平和专业能力、丰富的实践和管理经验，了
解产业重大需求和发展趋势。

杨君敏董事长在发布会上表示，双塔食品与
省农科院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现在正在与资环
所的科研团队对接合作，进行豆渣制肥多样化、
专用化开发，定量定向发酵制功能肥，废水除臭
与安全、高效施用，食用菌液体发酵菌种开发植
物肉等方面开展联合攻关。

而就在不久前举办的“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省农科院博士招远行”活动期间，双塔食品与省
农科院专家正式签订了高层次人才工作协议
书。签约后，山东省农科院资环所张玉凤博士于
8月6日正式常驻双塔，开展粉丝废弃物综合利
用方面的科研。

7月31日，双塔食品研发并申报的“一种从
豌豆豆清废水中提取抗菌肽及白蛋白的方法”，
正式列入国家发明专利。至此，双塔食品共拥有
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双塔食品已经掌握
了国际首创的多级分段精准提取白蛋白技术，该
技术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后，将为人类健康提供更
高端的产品，构建大健康产业新格局，为健康中
国贡献“双塔智慧”。

密集开工，项目建设助力发展

8月16日，两辆商砼车在双塔食品项目建
设工地来回穿梭运输，33米高的混凝土泵车长
臂高擎入云，将混凝土送往楼顶开始浇筑。上
午9时38分，在众人的瞩目下，双塔食品万吨
豌豆功能低聚糖提取加工项目顺利封顶，彰显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更标志着双塔
食品在深化产业布局、精耕高端市场中，树立了
新的里程碑。

2020年以来，为了满足市场日趋增长的需

求，双塔食品的项目建设密集开工，并呈现快速
推进的态势。4月份开工的双塔食品豌豆精深
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
设备领先、工艺领先和产品领先，全面促进豌豆
精深加工的产业化、全能化发展，助力双塔食品
成为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

5月份开工的万吨豌豆功能低聚糖提取加
工项目，以提取小分子蛋白后的豆清工艺水为
原料，年产功能低聚糖1万吨，是双塔食品循环
经济产业链的又一次提升和飞跃。该项目采用
企业自主研发技术，为世界首创，产品广泛应用
于食品、保健品、饮料、医药等领域，是未来豌豆
加工产业升级增效、提高附加值的重要产品。
功能低聚糖项目的开工，是企业深化产业布局、
强势转型升级的一件大事，必将成为世界豌豆
蛋白行业的新创举，实现该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的新突破！

强化细节，不断化解管理难题

上半年，面对疫情带来的诸多不利因素，防
控压力大、员工返厂难，困难重重，对此，双塔食
品没有等待和观望，而是逐一化解难题。

防控方面，多渠道、多角度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加大对出入厂区人员的体温检测、消毒、登
记，对所有员工的行程、家属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将一切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路径切断，织就了一
张严密防控的大网。而这一严格的制度的执行，
使车间以此为契机，完善了进出车间的管理制
度，形成了规范化管理。

双塔食品还实施亲情化管理，外地员工返
厂难，公司及时为生产一线的员工开通招远市
第一列接外地员工返程的专列，第一批将70多
名员工接回厂区；为在岗的员工每天提供一杯
蛋白粉，增强抵抗力；将蛋白粉、蛋白肽等健康
产品送到退休员工家中，体现公司对员工的关
爱之情；开通“蔬菜统一配送”，员工以批发价采
购蔬菜等日常生活物资，解决了实际困难，实现
了企业、家“两点一线”，避免了外出购物可能带
来的风险。

公司还将智能化有效运用到管理当中，开通
“云办公”模式，管理岗位的员工，通过网上办公，
在家也能遥控完成各项数据的统计、填报等工
作，减少了人员聚集和接触，提高了效率。

化危为机谋发展。双塔食品以积蓄的科研
力量为底气，以领导者的智慧和胆识为支撑，迎
难而上，积极应对，实现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
济发展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目前，双塔食品正
在着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在创新引领、技术领
跑、质量领先、品牌领军方面协同推进、勇毅前
行，推进企业战略规划向纵深发展，将“规划图”
变为现实，在危机中寻求新机遇，赢得这次大考
的决定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