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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燃气管道施工，现予以公告内容
如下：

1.因燃气改造施工，2020年9月27
日至29日，芝罘区胜利路与卧龙北路路
口通行临时调整，请过往车辆按照交通
标志指示通行。

2.因燃气改造施工，2020年9月27
日至10月11日，芝罘区通世南路（山水
龙城倚山苑小区以北120米）通行临时
调整，请过往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
行。

烟台新奥燃气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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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烟台绿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的保利爱尚海10号楼1单元502号业主
于斌（370602199611210729）首付款收
据丢失，金额为1197305元，收据代码为
3700162350，收据号码为33303280，现
公司要求登报声明作废。

●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丢失
《山 东 省 非 税 收 通 用 票 据》1 份 ：
101055596461，声明作废。

●本人张利民，遗失执业医师证
（性别：男，编号 110370685000037）现

声明作废。
● 本 人 郗 爽 爽 ，身 份 证 号 ：

370830199004026117 租赁的祥隆上
市里 275 号摊位，履约保证金收据号
为：005LS190522018，金额 22890 元。
因本人原因丢失，现声明该收据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赵基钧购买的烟台城发置业有限
公司的康和新城11-1-501首付款一张
收据丢失，收据代码：237061091201，收
据代码：00086963，收据日期为2011年
3月31日，金额为：贰拾叁万贰仟肆佰零
捌元整，声明作废。

编号 纬度 经度
1 37°45′20.173″ 121°12′52.785″

2 37°44′34.221″ 121°14′36.407″

3 37°45′44.777″ 121°15′11.527″

4 37°46′31.575″ 121°13′29.180″

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底播养殖项目（一）用海公示
根据《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要求，现

将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底播养
殖项目（一）用海予以公示。申请单位：烟台
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用海位
置：烟台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办事处北部海
域，用海面积676.7918公顷，用海方式为开
放式养殖，用海期限15年。经纬度坐标为：

公示期7天。如对公示项目申请用海
有异议，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反映：

地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129号 邮编：264006

电话：0535-6788893
0535-6932585
烟台业达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9月22日，距离中秋佳节还有八天，
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迎来了今
年最热闹的景象——清晨5点多，大门口
东西两旁已停满了车辆，市场内更是车位
难寻，进出车辆排起了长队。据了解，烟
台九田国际水产批发市场是烟台市重点
菜篮子工程，平均每天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水产品占据烟台市区90%的份额。

“这条鲅鱼17斤，卖23元一斤。”一位
鲅鱼商贩介绍，现在市场上的鲅鱼基本都
是黄渤海的，这几天因为快过节了，所以
价格涨了些。“这些海螺都是龙口的，大小
不同价格不一样，从13元到18元不等。”
商贩黄女士说。卖爬虾的商贩介绍：“今
天的爬虾23元一斤，相比去年价格下降

了。”在批发区，一位常年经营的鱼类批发
商介绍：“今年鱼类相对便宜，六七两一条
的偏口鱼批发价每斤才六七元”。记者在
海鲜批发区走了一圈，没见到螃蟹批发
商，询问螃蟹零售商得知，半斤以上的螃
蟹价格都在80元/斤左右 ，本地螃蟹更
贵，半斤以上的卖到100元/斤以上。一位
常年经营螃蟹的老板介绍：“今年螃蟹贵，
主要原因是产量少，去年这个季节，市场
里批发螃蟹的摊位有10多家，今年每天只
有四五家，而且数量很少，每车只有1000
多斤，所以很快就卖完了。”

早晨7点半，市场内还是人流熙攘，走
在市场，就会被浓浓的节日氛围所包围。
市场管理员曲东介绍：“市场内大多数是

本地新鲜海鲜，加上养殖的活海鲜，今年
新鲜海鲜比例大约占80%，市场检测室每
天都检测50多个品种，最近检测的水产品
99%合格，质量比往年都要好。”

为改善市场环境，建设食品安全城
市，更好地方便市民购物和业户经营，九
田水产批发市场从规划到建设规模在烟
台属于翘楚，总投资达1.2亿元，位于幸福
北路中段，是参照我国南北方一流批发市
场的优点和格局设计建设的。市场建有
标准营业房1000余间，零售摊位600个，
有批发车位126个，购物车位1200个。市
场内每个零售摊位都统一配备自来水、海
水供应系统和废水排放系统。

YMG记者 王力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姜宇）莱阳大寺街
（龙门路-芦山街段）是今年莱阳确定打通“断头路”工程的重要一
环。该项目自9月2日正式开工建设后，山东电建一公司克服征迁、
雨季、阻工等重重困难，至9月19日，全路段水稳摊铺作业已全部完
成，正式进入养护期。从进场开工到完成水稳摊铺，仅仅用了18天，
他们用央企的责任和担当再次谱写了令人震憾的“电建速度”。

据了解，该项目9月2日开工后，施工现场积极调配作业机械及
施工人员，每天投入12-15辆自卸车、3辆装载机、3辆挖掘机以及相
关压路机械，仅用3天就将施工路段地表垃圾全部运输完毕，而且真
正达到了“运输速度快，坚决不扰民”的文明施工标准。9月4日，施
工材料进场，路槽基坑开挖与管道沟槽开挖双向展开，物尽其用，人
尽其力。9月16日，路基回填完成，管道下管回填结束，第三方检测
单位人员进场进行路基弯沉检测；9月17日，第一层水稳开始摊铺压
实作业，19日邀请第三方进行压实度检测……这标志着本段大寺街
道路工程提前完工，将于10月中下旬实现通车目标。

莱阳大寺街路段施工快速推进

18天完成水稳摊铺施工

19日上午，记者走进莱州市文峰路
街道田家村村委大院，一股浓浓的谷香扑
鼻而来，72岁的田百东正忙着和村民一
起为四方宾朋现场熬制小米粥，大家忙得
不亦乐乎。

当日上午，莱州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
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产品推介会在田家村举行，田家村一年
一度的小米美食丰收节也同时启动。本
次丰收节，还举行了山地自行车友谊赛、
中国鼓表演、峰味甄选月饼品鉴会、免费
品尝小米粥等活动。看节目、吃月饼、喝
小米粥，精彩的互动活动吸引了四面八方
的游客。

田家村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文峰山下，
世代种植小米。发展至今，田家村的小米
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量可达60万
斤。为了将小米种植产业做大，给村民带
来更多的实惠，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2018年，田家村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成立
了“金丰农业合作社”，注册了“天福山”商
标，整合种植户抱团发展。通过合作社的

“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防治、统一指
导、统一销售”，小米质量有了大幅提高，
销售价也从之前的每斤7元提高到每斤

12—15元。
从农民变股民，村里的190余户村民

在合作社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致富新
路。“现在大家都知道田家小米，抢着来
买，种得赶不上卖得快。”村民刘同忠提起
自己村的小米高兴地合不拢嘴。

光卖小米还远远不够。近几年，田家
村又将目光瞄向了乡村旅游，他们通过举
办“田家村小米丰收美食节”，在宣传销售
田家小米的同时，也为“大美生态田家”打
出旅游名片，打响“天褔山”特色品牌。

“小米美食丰收节连续举办了三年，

这只是我们推介田家小米的一个平台。
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文峰电商产业园等
平台优势，积极与电商企业进行货源对
接，拓展线上、线下两个渠道，不断扩大销
售渠道，提高产品知名度。”田家村村委会
主任杨春华说，今年村里又推出小米月
饼，通过深加工进一步提升小米附加值。

据了解，“金丰农业合作社”目前已成
立了农副产品研产部、农资农机服务部和
生态旅游规划部。在农副产品的开发上，
合作社不仅有优质的“小米免淘礼盒”“小
米挂面”和“小米养生原浆酒”，还研发出

“小米速食米粥”“小米养胃纤维饮料”“粥
油提取精华”等产品，颇受消费者欢迎。

秉承“致敬农民、弘扬文化、振兴乡
村”的宗旨，此次丰收节突出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产品展销主题，对当地15家村办
合作社生产的特色农产品进行了推介，参
展农副产品近百种。“借助丰收节这个活
动，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生产的特色产品
展示出来，既起到促销推介的作用，又能
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莱州市文峰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杨忠堂说。

通讯员 孙凤丽 杨帆
YMG全媒体记者 寿锐 摄影报道

站在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的山头远
眺，层层叠叠的梯田上苹果树整齐划一、长
势喜人，宽阔平整的山路穿插其中，郁郁葱
葱的植被在广袤的山间徐徐铺开……

自力更生摘“穷帽”

提起汉桥村的老果园，70岁的村民王
玉枝如数家珍：“俺村西沟这个老果园1976
年就有了，一共360亩地，当时家家户户都
有果树，整个果园有3万多棵。”

40多年过去了，西沟果园竟成了一片
几乎无人问津的荒山。对此，村民张志虎给
出答案：“树老、品种老、土地也老！种啥也
长不出好果，卖不上价不说，忙活半天还可
能赔本，谁还愿意干？”

果园老化，加上缺水少路，群众出力多、
投入大，但收入少、效益低，汉桥村的贫困户
曾一度达到41户56人，还被列为省定扶贫
工作重点村。为帮扶汉桥村发展，各级党
委、政府也下了不少功夫，建蓄水池、铺设管
路、打灌溉用井、硬化山路等等，有效改善了
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借助扶贫政策支
持，汉桥村投资33万元建设光伏项目，投资
18.5万元入股企业，所有收入全部用于脱贫
攻坚和村级公益事业，2017年成功摘掉了

“贫困村”帽子。

“但是，老靠党委政府的扶持哪能行
呢？我们还得发展村集体经济，自己养活自
己！”村党支部书记刘守欣心里明白，要想带
着村民过上好日子，还得激发群众的内生动
力，靠村庄自己“造血”。

支部领办斩“穷根”

“经过讨论，我们认识到还是得把老百
姓组织起来，把土地集中起来，让党支部带
着老百姓一起改良品种、更新技术、共同富
裕。”刘守欣说。很快，汉桥村先后召开“两
委”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反
复讨论研究，最终决定走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这条路子。

通过加入合作社来改造老果园，有些村
民觉得“不靠谱”，刘守欣就带着“两委”委员
靠上做工作：“西沟那些地都荒在那儿了，本
来也挣不了几个钱。流转给合作社以后，不
仅不用自己管理，还能领到分红……”一席
话说到了村民心坎里，大伙认清了发展的形
势，纷纷加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7年 12月，由汉桥村党支部领办
的苏农果蔬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全村
584户群众，一次性流转土地618亩，与栖
霞市投资公司合作建设高标准苹果示范
园，栽种苗木3.8万株，采用国内最先进种

植模式和管理技术，所得收益村集体、群
众分别按10%、20%比例分成，形成“党组
织+合作社+公司+示范园+农户”的发展
模式，实现规模种植、集体增收、群众致
富、多方共赢。

刘守欣介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村民
的好处主要有三块：一块是土地基础股金，
标准就是每亩光板地600斤小麦、苹果地
800斤小麦的市场价，连续发30年，每年靠
这个，社员就能增收60多万元；第二块是在
示范园务工，男工120元/天、女工90元/天，
2019年光务工费就发了60多万元；第三块
是将来的分红，占总收入的20%，预计每亩
地可分红5000-6000元。村集体的好处也
有三块：一块是村集体的分红，占10%；第二
块是通过“梯改坡”，增加了100亩土地入股
合作社，这100亩地的保底收入归集体，要
搁以前就是浪费的资源；第三块就是这100
亩地将来20%的分红。

长远规划绘“蓝图”

2017年时，村集体的账目上还只有5
万元，但到了2019年，村集体收入就已增长
到15万元。刘守欣盘算着：“等到盛果期
后，村集体能增收400多万元！”

9个黑色的木耳大棚整齐地排列在山
坡北侧，这也是汉桥村的产业项目。“2019
年我们又筹资100多万元，利用前期流转的
土地建设了9个木耳大棚。”刘守欣介绍，在
这100万元中，村集体以土地入股，占股
12%。大棚2019年4月底投产，每个大棚

每茬给村集体带来3000元的分红，按照每
年种两茬木耳来计算，村集体每年就可收入
5.4万元。农闲时节，村民到大棚务工，年可
增加收入10万元左右。2020年，合作社计
划再投资30万元，新建3个木耳大棚，打造
现代化、高标准木耳产业。

相比传统的地栽，汉桥村大棚悬空养殖
技术能够保证木耳的湿度温度不受天气影
响，延长木耳采摘期。汉桥村党支部书记、
合作社理事长刘守欣介绍，“这9个木耳大
棚，大约需要20万个菌棒，每个菌棒需要3
斤左右的枝条，合作社按3毛一斤收购村民
的苹果枝条，大约每年额外增加村民收入
18万元左右。”

今年以来，合作社又带着大家伙栽种大
樱桃、香杏、桑椹、石榴、月季花等1.7万余
棵，还计划硬化示范园内道路2.1万平方米，
全力以赴为长远发展的“蓝图”打地基、做铺
垫……

着眼村庄长远发展，汉桥村党支部专
门聘请专家对全村进行了高层次规划设
计，依托区位、产业等优势，将全村规划为
休闲采摘、旅游体验、综合服务等9大片
区，探索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
新业态；积极争取田园综合体建设资金、扶
贫资金等，继续完善项目区水利、道路等综
合配套，力争短期内打造成集休闲、采摘、
旅游、观光等于一体的特色农业示范园区，
拉长产业链条，拓宽发展空间，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孙金良 贾文峰 孙向磊

本报讯（通讯员 南祯 葛一帆 YMG全
媒体记者 任雪娜）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
的“细胞”，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今年以来，蓬莱区南王街道在打造党建
阵地、营造党建氛围、凝练南王精神、助推乡
村振兴四个角度上下功夫，激励街道领导干
部们在砥砺奋进中成长，在共克时艰中迎

“南”而上。

筑牢党建阵地，激发组织活力

整合资源，打造党群服务阵地、理论宣讲
阵地、档案管理阵地、党员活动阵地“四位一
体”的战略布局，对党群服务阵地提档升级，
围绕“六有一能”标准，高标建设推进，不断强
化党群服务中心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打造
凝聚党心民心的“红心堡垒”；充分发挥党校
分校的作用，打造理论宣讲阵地，依托乡村振
兴教学基地邀请市委党校、专家学者进行政
治理论培训；规范街道党员档案室，实行一人
一档、统一编号，实现党员档案和灯塔在线系
统党员信息的有效连接；按照“十有”标准，对
农村党员活动阵地的不规范情况进行修整完
善，让党员活动室成为党员的精神家园。

广植党建元素，浓厚党建氛围

在营造辖区党建氛围上“推陈出新”。在
辖区重点路段设计布置党建标语和大型浮雕，
厚植党建沃土，引导辖区党员群众“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在主要道路统一设置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指示标志，重点打造全街道党建文化示
范带；在村内设立三务公开橱窗，定期公开相
关材料，打造红色印记。在软件上，将“党建文
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七里庄村乡
村振兴学院，卫庄党建主题公园、君顶酒庄党
建培训基地等，建立讲解宣传栏，渗透党建红
色元素，展示村庄文化特色、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发展历程、乡风民俗等，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助力乡村振兴，营造党建氛围。

挖掘干事创业南王精神

以党建为统领融合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按照“东西协调发展，重点做强中部”的发
展模式，全力打造东部葡萄酒产业、中部高端
商业物流、西部乡村休闲旅游三大产业板块，
在建设“高铁新城、锦绣南王”进程中激发干事创业的精神；挖掘“南
王精神”导向引领，南王街道党工委积极找寻精神坐标，选树先进典
型，坚持“人民至上”发展理念，形成了教育引导辖区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的“精神谱系”，提炼“勇于担当、埋头苦干”的新时代“南
王精神”，展现南王街道新作为。

助推乡村振兴连片打造融合发展区

南王街道不断追求内生动力的更新，打造党建精品示范区，争创
“点上开花、线上结果、面上推进”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形成以七里庄
村为代表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区，联合周边石庙石家村、卫
庄村形成产业链，引进葫芦雕刻、面塑、花饽饽、剪纸非遗传承人团队
和紫荆幼儿园，与合作社发展深度融合，建设葫芦博物馆和拓展研学
基地，打造乡村文旅新品牌；磕刘村联合周边村居建立起南王山谷葡
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与君顶酒庄达成合作意向，“党总支+合作
社联合社+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围绕酒庄休闲农业、旅游产业，实
现联合社与企业的共建共享品牌效应。

据了解，南王街道将持续发挥党建引领的示范作用，在四个方面
找突破，积极建设党建阵地“样板田”、营造党建“红色”氛围、坚持“勇
于担当、埋头苦干”的南王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多点突破，使党建工作
与南王力量相融合，做到“点上有特色、线上有示范、面上有规模”，实
现整体快速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王彬 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今年以来，莱
山区纪委监委强化信访举报知识宣传，制定发放《纪检监察信访举报
明白手册》，进一步普及信访知识，引导群众依法有序信访举报。

“之前一直以为只要跟干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向纪委反映，自从
看了这个手册才知道涉法涉诉、征地补偿这类的不在受理范围，更不
能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莱山区一位居民看完《手册》后说。

该信访明白手册共分为5个版块，从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的受理
对象范围、不予受理事项、诬告陷害、举报渠道以及优先处理等方面
细化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以通俗易懂的廉政漫画和直白的话
语，让群众一目了然。为了维护良好的信访秩序，该宣传手册还列出
了诬告陷害的典型案例，其中详细介绍了诬告陷害的定义、处理方
式、从重处理情形和产生的危害，真正引导群众依法、有序、理智、文
明地进行信访举报，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
目前，莱山区纪检监察系统各接访点已累计投放《手册》500余份。

莱山区纪委监委制定发放《明白手册》

让信访更“明白”中秋佳节来临，九田市场迎来热闹景象，螃蟹贵鱼类便宜

莱州文峰路街道田家村举办小米美食丰收节

“金谷子”鼓起村民“钱袋子”

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

“小果园”撬动“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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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品尝小米粥游客品尝小米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