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李姗姗）11月6
日至9日，中国山东·烟台国际康
养产业博览会将在美丽的海滨城
市烟台举办，届时将吸引来自国
内外的专业客商来到烟台。此次
博览会，将为健康、养生、养老产
业的相关企业搭建一个品牌传
播、产销对接、科技成果转化、交
流与合作的专业化、国际化平台，
实现供需双方的有效对接。

其中，海涛科技医养结合智
慧养老服务云平台涵盖社区云、
养老云、服务云、医护云平台及服
务，提供社区管理服务、机构养老
服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医护服
务、健康管理服务等全方位医养
结合智慧养老解决方案。平台将
传统社区、养老、医护服务与现代
科技相结合，通过智慧养老云平
台及配套智能硬件，加强社区与

养老产业的融合，以社区为基础，
完善全方位专业化社区为老服务
体系，并加强社区老年医疗服务
与社区智慧型网络服务，形成“社
区+服务”、“养老+医疗”、“线上+
线下”的三结合嵌入型养老服务网
络，构建完整的社区管理智能化、
居家服务智慧化、机构养老现代
化、医养结合平台化的全方位智慧
社区养老云平台。在5G技术的影
响下，养老产品将向实时化、场景
化、智能化、定制化等方向发展，进
一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记者获悉，本届博览会报名参
展企业众多，客商云集。日前，烟
台磁山颐生苑老年公寓、烟台莱山
秀林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烟台市芝
罘区德信老年颐养中心、山东富
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天国际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周林频谱科
技有限公司等都将亮相展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张锟）烟台市是
国家确定的一类人防重点城市，
也是我省最早设置人防机构城市
之一。1950年3月4日，烟台市
成立防空指挥部，同年11月2日
烟台市地方防空委员会成立。

七十年来，烟台人防正在努
力建设“应战能力强、服务能力
强、支援能力强”的现代人民防
空，努力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
盾”，全面提升履行战时防空、平
时服务、应急支援使命任务的能

力，为城市发展铸就了一道坚不
可摧的“护民之盾”。

为庆祝新中国人民防空成立
70周年，让更多民众了解人防发
展的历程和成就，掌握人民防空
的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广大
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形
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人防建设的
良好氛围，烟台市人防办面向社
会开展了人防知识竞答活动，人
防知识竞答活动得到众多网友积
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截止到10
月30日，参与答题人数5万余次。

烟台人防七十载
铸就坚不可摧“护民之盾”

2020中国山东·烟台国际
康养产业博览会客商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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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30日上午，全
市重点改革攻坚任务推进工作会
议召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各区
市设分会场。市委常委、秘书长、
改革办主任于松柏出席并讲话。

于松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落实全省重点改革攻坚
任务推进工作会议和市委深改委
第十四次会议精神，以更大力度
推进改革攻坚工作，决战四季度、
打赢收官战。要聚焦在省内“保
三争二抢第一”的工作标准不动
摇，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
劲，全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紧盯省九大改革攻坚行动、市15
项改革攻坚任务和区市改革攻坚
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工作台
账，卡实时间节点，实行销号管
理，做到立说立行、快见成效。要
扎实做好改革评估、典型引路、观
摩评比和谋划“十四五”时期重点
改革任务等工作，用足用好改革

“关键一招”，以改革攻坚的实际
行动，奋力开创全市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会上，部分区市和市直部门
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YMG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10月30日下午，市第七
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中一行到莱
山区初家街道河东社区，走访慰
问一线普查人员。随后主持召开
全市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记工作视
频会议，调度前期工作情况，对全
市人口登记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王中指出，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主要是查清人口数量和分布
相关情况，掌握就业、教育、住房、
社会保障、迁移流动等一系列与
解决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信息，

既是一次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
也是谋划未来、推动发展的基础
性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

王中强调，当前人口普查工
作已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各级各
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目标导向，采取拉网式排
查，全力摸清人口底数、查准人口
信息，确保“区不漏房、房不漏户、
户不漏人”，高质量完成全市人口
普查登记任务。广大市民要积极
履行公民义务，如实申报普查资
料，全力支持配合普查工作。

市领导看望一线人口普查员
调度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全市重点改革攻坚任务
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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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李卓因个人原因丢失烟台忆
境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370613584530450G的房地产企业增
值 税 发 票 客 户 联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3700162350，发票号33148289，发票金
额475821元，特此证明。

●本人冯向红、王忠英于2014年10
月23日购买的山水龙城A地块D-2#商
住楼1单元604号房，因本人保管不善，
将房屋产首付款收据遗失。首付款收据
号 00043957，收据代码 237061491201

金额：171747.00特此声明此收据作废，
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纠纷与烟台天安置
业有限公司无关。

●烟台市初家凤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 文 军 （ 身 份 证 号 ：
513027196802040734）购买的烟台黄务
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芝罘区通世南路85
座8层02户。收据号码：00171384开票
日期：2014 年 9 月 11 日开票金额：
￥220021（大写：贰拾贰万零贰拾壹元
整）。山东省烟台市房地产企业预收款
收据第二联收据联遗失，公告作废。合
同编号：芝预字08第10615号商品房买

卖合同遗失，声明作废。
● 本 人 山 世 文（ 身 份 证 号

370602196902195211）于 2013 年 6 月
22号购买中正公馆B25#住宅二单元4层
7 号 房 ，合 同 编 号 ：芝 预 字 第
130522020032号，现公告遗失声明，除
本人山世文持130522020032号商品房
买卖合同办理业务有效，其他任何人持
此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无效，特此声明。

●烟台海风置业有限公司给于晓宁
开具的10号楼1101室的收款收据及购
房合同丢失收据金额766492元，合同编
号 20100750867，开具日期 2013 年 12
月3日，声明作废。

公 告
莱山区凤凰西路52号1.2.3.4.5.6.7号楼
住宅及商业各业主：

受烟台海风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公
司对莱山区凤凰西路52号1.2.3.4.5.6.7号楼
住宅及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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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莱
山区凤凰西路52号碧桂园物业办公室进行
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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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工、孙工
联系电话：0535-6703536

0535-6906593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莱山区分院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通告
因市重点工程自来水源水管道

工程施工，莱山区沟莱线(锦绣家园中

心路至莱源路与沟莱线交叉路口)于

2020年 10月 31日至 2020年 11月

18日通行临时调整，请过往车辆按交

通标志指示通行。

烟台市众志供水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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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丁丹 张一帆 摄影报道）昨天上
午，2020中国烟台国际人力资源创新峰会
在自贸区国际人才港举行。国内外行业
专家学者、高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齐聚峰
会，围绕“融合·赋能·发展”主题开展主旨
演讲。峰会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进行，上万
名分布于全国各地的HR通过网络分享

“盛宴”。
开展头脑风暴，聚焦热点领域、把脉

行业大势，峰会上，来自200余家国内外
优秀企业和5位行业专家分享了卓越的实
践和经典案例，为烟台乃至全国的人力资
源服务业的发展贡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来自日本的汤信浅夫通过视频分享
的方式，介绍了日本人力资源市场的时代
变迁和人力资源需求变化，利用生动的案
例解析了日本人力资源服务概观以及日
本社会特有的人才招聘制度。劳科院主
任侯增艳则深度剖析了我国人力资源服
务业伴随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她表示，
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面临新情况新任
务，应进一步完善行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制定行业高质量发展
意见，完善法律法规
及配套规章制度，
推动行业健康快
速发展。美国
国际商会首
席代表笠
偲 咨 询
首 席 专
家辛笠分
享了《双循环
背景下企业组
织效能提升与人
才发展趋势》，他
从全球经济下行、政
府大力倡导构建经济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
景下分析当前企业发展面
临的主要挑战，以咨询公司视角剖析人力
资源为了支撑业务发展而进行的战略聚
焦。猎聘华北区售前经理李岩根据后疫
情时代产业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分析
了企业招聘营收增长，相较于不擅长招聘

的企业，擅长招聘的企
业的营收增长是前
者的 3.5 倍，利润
率 是 前 者 的 2
倍。国内顶尖
劳动力管理
专家、盖雅
工 场 劳
动 力 管

理 Saas 解
决方案总监

李品伟结合国
内多家生产制

造、高端服务、连
锁零售、餐饮酒店、

仓储物流等企业劳动
力管理现状，分析了新

一代劳动力管理的挑战和
诉求，并以外卖骑手举例来看劳动力管理
的数字化转型，诠释未来劳动力管理“需
要多少人、来了多少人、干得怎么样”三大
灵魂提问。

“专家们的演讲有理论，有实践，对我

们企业人力资源的发展有非常强的指导
意义。”烟台市智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总经理史冬梅说。

“通过这次峰会，架起人资专家与开发
区合作的桥梁，把更多的项目、更多的人才
带到这里、留在这里，在这片热土上演绎新
的发展奇迹。”开发区人社局局长高建洲介
绍，开发区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服务业，始终
以政策扶持、环境营造为重点，充分整合政
府和市场作用，有效统筹供给侧与需求侧，
不断提升人力资源服务供给水平，加快由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力资
源”向“人力资本”升级。开发区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突破130家，从业人员达到千人，
行业规模和产业质量位居全市前列。

人才是第一竞争力，而一个好的人力
资源体系能够为城市发展带来源源不断
的人才动力。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超过400家，产值超过50亿
元，较“十三五”初期增长一倍，每年可为
276万人次劳动者、13万家次单位提供专
业服务，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区域人力资
源服务正朝着规模化、多元化方向迈进。

招商引资跑出“烟台加速度”
前三季度全市到位实际使用外资13亿美元，连续三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人资大咖齐聚 把脉行业发展
2020中国烟台国际人力资源创新峰会在开发区举行

30日上午，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办、市
商务局举行全市前三季度商务运行新闻
发布会。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以
来，我市努力稳外资、稳外贸、促消费、抓
招引、强园区，推动主要经济指标逆势上
扬，商务运行取得了良好成效。1—9月，
全市到位实际使用外资13亿美元、增长
33.8%，总量稳居全省第二位，连续三个月
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幅分别高出全省、全
国5.9个、31.3个百分点。

10亿美元项目一个月内签约

今年1—9月，全市新设千万美元以
上外资项目80个、增长27%，合同外资
28.6亿美元、增长38%，其中过亿美元项
目15个、增长50%，合同外资14.9亿美
元、增长41.8%。荣获全省稳外资工作一
等奖。

重大项目后劲十足。今年，我市组织
参加第二届儒商大会暨青年企业家创新
发展国际峰会、“山东与世界500强连线”
烟台分会场、国际招商产业园推介会等
重大招商活动40场，签约落地72个重点
项目、总投额1829.4亿元，其中世界500
强投资项目14个、占比20%；外资项目
44个、占比61%，烟台签约项目在全省重
大招商推介中位居第二位。推动5G应
用产业园、华润健康城、上实国际智云城
等167个10亿元以上大项目落地，引进
三类500强项目101个、总投资2227亿
元，跑出了“每个工作日引进一个十亿元
以上项目”“每周引进三个500强项目”的

“烟台加速度”。
今年，我市资本招商实现突破。推动

总投资10亿美元的智路资本基金和全球
第七大半导体封测项目一个月内签约、一
个年度内完成海外并购，仅用35天完成注
册落地。推动荣昌生物科技海外并购到
资近亿美元。同时，增资扩股卓有成效。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防疫物资不足、员工返
岗、企业开复工等各类问题326件，推动
75家外商投资企业增资扩股，新增合同外
资9.6亿美元、增长30.7%。

对外贸易再创新高

9月份，全市实现进出口358.3亿元、
增长 34.7%，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24.7和 10.1个百分点，进出口额创2014
年以来单月历史新高。前9个月，推动外
贸进出口自2018年以来扭负为正，实现
进出口2217.9亿元、增长3.4%。其中，出
口1339.4亿元、增长3.7%，进口878.5亿
元、增长2.8%，进出口、进口、出口实现全
线增长。

外贸基本盘更加稳固。出台《稳定外
资外贸工作方案》《烟台市稳定外贸发展

支持办法》《关于推动全市外贸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强化对“两个一
百”重点企业服务，努力挖掘外贸企业潜
力，外贸百强企业9月份首现实现正增长；
充分发挥自贸区、综保区、B保区、港口、欧
亚班列等功能优势，努力培育混矿等十大
领域新增长点，推动5100家外贸企业增
长面达到50.4%，796家外贸企业新开壶，
全市外贸进出口逐月向好，三季度增幅较
上半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

贸易结构更加优化。实现一般贸易
进出口1121.8亿元、增长19.1%，增幅高
于全国、全省17和12.7个百分点，占全市
进出口的50.6%，占比较同期提高6.7个百
分点。

三是市场开拓更加有力。组织参加
烟台—东盟云洽会、山东出口商品（泰国）
云展会、广交会、华交会等30余场次线上
展会，助力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前三季
度，对东盟进出口实现272.9亿元、增长
43.6%；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537.5亿元、增长27.6%。

电商企业创历史最高值

今年以来，社会消费企稳向好。1—
9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4.1亿
元，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全省3.4个和0.8
个百分点。

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我市出台了《促
消费工作方案》，提出了22条促进消费指
导意见。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夜间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制定了夜间电价优
惠、公交延时运营等15条政策措施，打造
了广仁路十字街、“西虹市”、“后浪潮街”、
上市里夜市等特色街区10余条。消费潜
力不断激发，组织开展3000万元“全民欢
购”烟台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带动消费总
额1.8亿元，整体杠杆拉动达到7.5倍，市级
投放财政资金量居全省前列。会展经济逐
渐升温。1—10月，全市共举办烟台国际汽
车工业展览会、山东省教育装备博览会、中
国国际核电工业及装备展览会、中国·山东
国际苹果节等各类会展活动94场，荣获
2020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

园区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前9个月，全
市14个省级及以上园区实际使用外资10.7
亿美元，占全市81.7%；实际使用日韩资
7472万美元，占全市91.9%。实现进出口
1662.6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量的75%。
自贸区改革创新走在前列。烟台自贸试验
区研究院挂牌成立，推出30多项实践创新
成果，首创率超过60%，12项成果被纳入省
级复制推广案例，总量位居全省第二，“四书
合一、三一审批”“中日韩投资便利化跨国
办”“全链条全周期供地管理模式”等3项全
国首创案例得到国家部委认可。

电商经济突飞猛进。1—9月，全市网
络零售额201.64亿元，占全省网络零售额
6.7%。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56.24亿
元，占全省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2.1%，位居
全省第一。一是线上消费蓬勃发展。持
续组织“烟台优品线上云购节”“烟台生鲜
超级直播日专场活动”等活动36场，全平
台累计曝光2.46亿次，成交额近1亿元、
增长269%。全市各类电商企业突破1万
家，主流平台店铺达到12.9万家，均为历
史最高值。

YMG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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