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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李尚钧）强降雪过后，在打通滨
海一带主干道后，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立
即督导作业企业采取机械和人工相结合
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清理人行道、公交
站台、广场上的积雪，保障市民出行。自
1月6日以来，各保洁作业公司累计出动
环卫工人1760余人次，作业车辆310余
车次，在天寒地冻、海风凛冽的情况下，
环卫工人克服连续作战的疲劳，不畏严
寒，目前海韵广场、月亮湾、栈桥、渔人码
头木栈道、挡浪坝等地的积雪已基本清
理完毕，正抓紧清理其他路段积雪。

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环境卫生保
障服务站站长邹辉告诉记者，在做好清
理积雪工作同时，他们还加大对道路和
沙滩日常巡回保洁力度。在环境集中整
治工作中，环卫工人对道路、沙滩、绿化

垃圾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全面清理被海
水冲到沙滩上的海藻及可见垃圾，滨海
一带环境卫生提升工作卓有成效，整体
面貌大有改观。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冬季海风刺骨，环卫工
人工作在海边，比较辛苦，市环卫中心要
求作业企业全面做好户外环卫工人冬季
保暖工作，严格按规定发放工作棉服；在
劳动间隙，环卫工人可以到就近的环卫
工人休息点歇脚、避寒。下一步，市环卫
中心将加大滨海一带保洁机械化及人工
作业力度，同时加强一线督导检查，检查
人员以组为单位，划片包干，切实履行好
各自的工作职责，做到检查中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无缝对接，不留死角。他们
还利用气温回升时段尽快恢复冬季环
卫作业常态化，确保滨海一带环境整
洁、交通顺畅。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日前，在市交警支队驾管所办证大厅，针
对市民风雪极寒天气下前来办理驾驶证
业务的实际情况，驾管所特地全天候开
放办公场所，让大家在里面避寒取暖。
同时，民警们还放弃午休，延时下班，加班
加点处理涉及驾驶证的相关业务。

元旦过后，烟台迎来了2021年新年
后的第一次降温降雪极寒恶劣天气。尽
管如此，全市驾管业务并没有因此而停
止。来自开发区潮水镇东宋村的张先生
因为驾驶证记满12分重新学习考试，1
月8日当天，张先生从家里乘车来到市
交警支队驾管中心依约学习考核过关
后准备申领新的驾驶证，来到办证大厅
看，里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戴着口罩的

“同行”。临近中午时分，看到即将到机
关事业单位的下班时间，张先生急得不
知如何是好，想出去找地方休息吧，外面
天寒地冻实在不方便，不走吧这里马上
就下班，该如何是好？

就在张先生等人着急的时候，一直
忙碌在前台办证的民警告诉大家：“不要
着急，中午民警们将坚守岗位为大家继
续办理业务，办证大厅也持续开放暖气，
让大伙在里面御寒。”一番话语说得张先
生等人心里头暖暖的。

市交警支队驾管中心主任张红军说，
驾管中心一直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倡导办事既要严谨又要灵活，这几天极寒
恶劣天气，驾管中心民警们主动放弃休息
加班加点办理业务，这都是份内之事。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曲彩云）12日上午近九点，芝罘区
西南河地下通道南北侧的通道
处，一群人伴随着《鸿雁》的乐曲
声翩翩起舞。原来，这是阳光童
趣歌舞团的团员在练习气功十二
法舞蹈。

据了解，阳光童趣歌舞团隶
属于毓璜顶街道海港社区，现在
有50多个团员，大部分年龄都在
六七十岁，以练习气功舞蹈健身
为主。他们都是安立盛学雷锋志
愿者大队的成员，平时义务做志
愿活动之余，也会为环卫工人、低
保户、残疾人等群体表演节目，为

他们送去欢乐。
因为前段时间连续降雪，他们

平时锻炼的场地被雪覆盖，无法锻
炼。阳光童趣歌舞团团长刘贵敏
告诉记者，做什么事情都贵在坚
持，时间长了不练习，一是无法健
身，二是容易忘记动作，所以他们
将锻炼的场地转移到了挡风遮雪
的地下通道。

记者注意到，为了不影响行人
通行，他们在锻炼时为过往行人在
通道东侧留出了一米左右的空
间。因为不是交通高峰期，地下通
道行人不多，她们留出的空间足够
行人通过。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
琳 通讯员 毕亚楠）面对连日来的极
寒天气，芝罘区幸福街道全力储备各
类过冬物资，开展入户走访排查，确保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真正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为做好“菜篮子”保障工作，幸福街
道所辖烟台宏达实业总公司党支部，指
挥所辖的幸福蔬菜批发市场和九田国
际水产品批发市场第一时间做好货源
运输与储存任务，安排专人动员两大市
场的各大业户提前调运蔬菜、粮油、水
产品等货源，做好储存工作。幸福蔬菜
批发市场耐储存蔬菜总量达600多吨，
基本保证了市区百姓的吃菜需求；粮油

米面储存量共计1000吨左右，粮油米
面价格基本稳定。九田市场目前库存
冷冻水产品达1000多吨。

由于接连降雪导致道路结冰，给
社区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幸福街道永
和社区送菜上门，解决了群众燃眉之
急。昨日中午，永和社区党委书记陈
怡霏和社区斐霏爱心服务队的队员们
一起，到菜市场采购蔬菜和鸡蛋等生
活必需品，看望辖区行动不便的独居
老人。社区83岁空巢老人王锡英常年
独居，靠国家低保和遗属补贴生活，志
愿者们送来的爱心菜让她非常感动：

“天太冷了，我一周没出门，社区及时送
来了新鲜蔬菜，让我心里暖乎乎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曲彩云 通讯员 董悦青）记
者1月12日从铁路部门获悉，
烟台车务段管内各站迎来返程
学生客流高峰，从1月7日至
11日，烟台车务段管内各站共
计发送旅客20.8万人，与元旦
小长假发送量持平，其中烟台
站日均发送旅客1.1万人。

近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部分院校提前放假，返程学生
纷纷踏上回家路，烟台站为应
对好学生返程流做足准备，不
让学生在寒风中挨冻，自6日

起开放东售票厅，为返程学生
提供取票核验服务。

同时，烟台车务段管内各
客运站持续强化疫情防控工
作，加强车站卫生消杀，在进、
出站口，均有工作人员值守，对
进出站旅客进行引导，有效分
散人流，减少人员聚集。

此外，按照疫情防控常态
化要求，车务段管内各客运站
每天早晚两次对车站进行集
中消杀，确保返程学生健康安
全，为备战 2021 年春运提前
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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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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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1203 17854581238

●本人李伟于2013年7月13日购
买的天安·山水龙城A-1#住宅楼1单元
第23层内2303号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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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746，金额567558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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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刘晓红于2013年11月23日
购买的天安·山水龙城C区C-4#商住楼
第26层2606号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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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794，收据代码237061391201，
金额7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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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大京，不慎丢失残疾军人证一
本，编号，鲁军F013849，特此声明作废。

●现有烟台绿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
的保利爱尚海1号楼1单元501号业主
解恒志（370612197912182227）李美燕
（370623197112012018）首付款收据丢
失，金额为 844235 元，收据编码为：
3700162350，收据号码为：33303160.现
登报声明作废。

声 明

公 告
恒丰银行牟平支行原位于牟平

区文兴路西的烟国用【2007】40784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已转让，使用期限

至 2011年12月31日届满，土地使

用证已注销。其中26.1平方米，属

于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

续期情形，按照《土地管理法》第五十

八条规定，报政府批准收回该26.1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烟台市牟平区自然资源局
2021年1月11日

公 告
莱山区港城东大街1258号9-22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市煜炜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我
公司对莱山区港城东大街1258号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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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3日至1月17日在莱山区滨湖
万丽52号楼大厅进行测绘成果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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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二日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莱山区分院

五天发送旅客20多万人

烟台迎来学生返程高峰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
通讯员 宋大伟 摄影报道）8日上午9点
半左右，芝罘区万达广场一号门门前的老
北京煎饼果子商亭起火，烟台市数字化城
市管理服务中心所辖文化广场科工作人
员汪行国和山东诚辉物业杜晓红发现后，
第一时间组织物业保安人员灭火。

汪行国是一名60后，杜晓红则是一
名80后。事发时，汪行国正组织物业人
员清理文化中心广场外围地面残留的积
雪，忽然发现一路之隔的老北京煎饼果
子商亭在冒烟，门头牌匾还有火苗蹿出，

汪行国立即让杜晓红拨打火灾报警电
话。他第一时间用手台紧急呼叫，让附
近保安立即运送灭火器，并组织保安人员
帮助疏散周围停放的车辆和行人。这时
原本微弱的火苗在大风的助燃下越来越
大，现场浓烟滚滚，幸亏这时有人送来了
灭火器，现场人员用灭火器及时控制了火
势并等待消防救援。消防人员接到报警
后，迅即赶到现场，全力将火扑灭。“可能
是电路短路造成的火灾。”接受采访时，汪
行国和杜晓红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什
么“英雄行为”，都是应该做的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
鹏 通讯员 巴美东）2020年12月
14日夜，开发区公安分局大季家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一河
道内有声音，怀疑是有人掉河道里
受伤了需要救助。

接到报警后，大季家派出所民
警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发现河
道里没有水，但是长满了芦苇和
蒿草，很难确定河道里是否有
人。民警遂与报警人取得联系，
询问当时情况。报警人称，在路
过该河道时确实听到里面有喊叫
声，分不清是野猫声音还是人声。
他害怕万一有人掉进去了，不敢大
意，就找了周围商铺的人在河道上
呼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就
打电话报了警。

民警立即跳进河道进行寻找，
留下一人在河岸高处观察河道内
情况。寻找时，民警也听到像猫叫

一样的声音，便巡着声音进行搜
索。最终，民警在河道南侧发现一
名满身酒气的男子躺在地上，时不
时地发出声音。民警立即将男子
背到车上，给他披了件外套保暖，
并尝试叫醒该男子，以便联系他的
家人。但是男子一直没有反应，身
上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
证件。最后，民警几番周折，终于
联系到男子家人，将其送到家中。

事后，王先生回忆，自己晚上跟
朋友在一起喝酒，酒足饭饱后，王先
生认为自己酒量不错，脑子很清醒，
根本不需要朋友送，就自己一个人
往回走，走到半路后酒意上头坠入
河道。王先生自己回想都感觉后
怕，现在天气这么冷，要是在河道里
睡一宿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警方在此提醒，时下天寒地
冻，饮酒要量力而行，万不可把饮
酒变成酗酒，对自身造成伤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何晓
波 通讯员 王建）1月7日早上8点半
左右，正在市区南部港城西大街一线
执行大雪防滑道路保障任务的烟台
交警三大队执勤交警，接到了上级指
挥中心指令：要求三大队派出执勤警
车在前引导，护送福山区一名因为鼻
腔血管突然破裂急需就医的患者到
医院。

接到指令后，三大队马上做出部
署，安排正在巡逻的警车迅速赶到机
场路黄务立交桥附近待命。

8:40，正在机场路待命的警车与
从福山赶过来患者哥哥驾驶的蓝色皮
卡车顺利会合，在简短了解情况和告

知司机注意事项后，民警迅速启动警
车在前，闪烁警灯引导患者所乘坐的
皮卡车，小心谨慎地在积雪中稳步前
行。同时，及时联系市区交警一大队，
双方协同努力，共同做好护导任务。
交警一大队接到援助请求后，也马上
作出反应，在安排沿途路段民警积极
疏导的前提下，在临近医院的重要路
口南山公园红绿灯路口加派警力予以
协助引导。

在市区上班早高峰时段且大雪天
气的情况下，经过20分钟的努力，警
车安全顺利地将患者所乘坐的皮卡车
和患者送到医院急诊室。

到达医院后，民警没有马上离开，而
是跑前跑后，帮着挂号、联系医生，等到
患者得到紧急救治后，才放心离开。

上午10:30，患者的哥哥致电交警
三大队民警，告诉民警，患者目前已经
住院接受治疗，并对交警的及时护导表
示感谢。

一种责任：环境整洁交通顺畅
1760余人次清理滨海一带积雪

一个承诺：力保群众温暖过冬
芝罘幸福街道组织储备过冬物资，开展入户走访

一次“破例”：交警延时服务群众
风雪极寒天气，驾管所办证大厅全天开放

一种坚持：雪天地下通道健身
志愿者们经常为弱势群众表演节目

每一道民生风景风景
都能够驱散寒意寒意

每一次需要援手
都等来“力所能及”

一场“教科书式”救火
背后的故事令人赞叹

一次“不放弃”的救援
醉酒男子深夜坠入河道，民警耐心搜寻

一次雪中救护
男子鼻血喷涌，交警紧急护送

火灾救援现场火灾救援现场。。

海边积雪海边积雪、、垃圾被清理垃圾被清理。。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曲彩云曲彩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