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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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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声 明

●本人李雪波于二O一六年八
月三十日购买的天安山水龙城D3-
1-1306房，因本人保管不善，将此套
房屋首付款贷款收据丢失。贷款收据
号3761531，金额十二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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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顺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
给刘庆修的收款收据遗失，地址：开元
B区18号楼五单元7层西户14号，收
据号码0008297，金额：捌万叁仟肆佰
贰拾肆元正（83424元），声明作废。

●烟台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将2019年4月30日办理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丢 失 ，（ 证 件 编 号 ：
370602201904300101；证 号 ：No.
SF0052095）。特此声明。

●烟台顺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给
单翠娥的收款收据遗失，收据号码：
0004379，金额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陆仟
陆佰陆拾柒元正（116667元）。地址：开元B
区18号楼2单元1层西户，声明作废。

●烟台顺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
给李铭锐的收款收据遗失，地址：开元
B区27号楼4单元8层西户14号，收
据号码0004317，金额：壹拾伍万捌仟
叁佰肆拾贰元整（158342元）。

●本人张伟于2021年3月22号遗
失户口本，户主：张伟；身份证证号：
370628198011164617，儿子张钊瑞，
身份证证号：370686200607014613，
自本声明发布注明遗失日期起，所有与

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有关事情与本人无
关，特此声明。

●烟台金都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芝罘区支行鲁东大
学分理处的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 号 ：J4560017515201，账 号 ：
37050166566100000118，声明作废。

●烟台市福山规划信息中心因保
管不善，不慎将合同专用章遗失
（370611150874），特此声明。

●栖霞市水源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证 号 ：
J4563001019803，声明作废。

● 吴 家 勇（ 身 份 证 号 ：
37060219580722493X）在珠玑中街
25 号房产证丢失，房产证编号为：
001852，特此声明。

●王彩云遗失开元新村B区18
号楼6单元6层西户房款首付款收据
一 份 ，金 额 169416 元 ，票 号
0004280。开票日期：2009年 10月
17日，声明作废。

名称

对虾

爬虾

鲍鱼

海螺

飞蛤

沙蛤

比蛴

蛏子

海肠（大）

牙片鱼

笔管蛸

规格

8-9个头

鲜活

8个头左右

鲜活

鲜活

鲜活

鲜活

鲜活

750克左右

500克

零售价格

80元/斤

50元/斤

45元/斤

30元/斤

8元/斤

6元/斤

28元/斤

12元/斤

200元/斤

27元/斤

25元/斤

零售价格

33元/斤

6元/斤

18元/斤

6.5元/斤

14元/斤

20元/斤

25元/斤

22元/斤

16元/斤

15元/斤

220元/斤

名称

鲅鱼

带鱼

大黄花

小黄花

鲈鱼

片口鱼

黑鱼

老板鱼

辫子鱼

舌头鱼

螃蟹

烟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元/斤）
时间：2021年4月8日 （仅供参考）

菜品
西红柿

紫茄子

绿茄子

芹菜

扁芸豆

白芸豆

小白菜

菠菜

韭菜(一刀长白）

有机花菜

油菜

花王

蘑菇

香菇

价格
2.3元

3.2元

2.4元

1.2元

4.8元

5.5元

1.0元

1.8元

2.0元

2.3元

1.5元

1.5元

3.0元

5.0元

烟台幸福蔬菜批发市场每日菜价（每斤）
时间：2021年4月8日 （仅供参考）

规格

650克

250克

500克

50克

750克

150克

250克

750克

150—200克

50—75克

200克—250克

价格
0.7元

1.3元

0.8元

1.5元

1.8元

2.5元

3.1元

1.2元

1.6元

4.5元

2.3元

3.0元

3.2元

4.8元

菜品
大白菜

土豆

白萝卜

胡萝卜

青萝卜

尖椒

青椒

黄圆葱

紫圆葱

白黄瓜

刺黄瓜

本地绿黄瓜

普通山药

铁杆山药

四月春光将梨乡的底色渲染得更加浓郁：整洁的小区
里，改造后的绿化带中洋溢着幼童响亮的笑声；新打通的沥
青路泛着黑亮的光，来往车流在四通八达的路网中纵行；两
侧碧绿的景观带拥抱着波光粼粼的蚬河，为城市系上一抹飘
逸的丝带。

在城市建设的步伐中，莱阳市坚持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实抓细老旧小区改造、路桥建设、
人居环境改善等重点民生工程建设，以实招、硬招回应群众
关切、提升城市品位，不断增强民生福祉，丰盈着梨乡百姓的
美好生活。

老旧小区改造
检验城市治理水平

老旧小区改造，与民生福祉相连，与城市发展相系。由
于改造量大、面广，涉及到千家万户，改造方法和成效尤其考
验着城市的治理水平。

去年，莱阳市共组织完成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的13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惠及155栋住宅楼4032户居民，改造
数量创莱阳历年之最，改造速度和质量位列烟台前茅。其
中，梨园小区被列为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项目，经验
做法被山东省住建厅在全省推广。

该小区建于1988年，共有57栋楼，建筑面积85384平
方米，线路管网老化，道路破损严重……各种民生问题突
出。面对改造难点，莱阳市住建局创新采用“菜单式”改造，

实施“红心物业”党建领航工程，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啃下了
这块“硬骨头”。如今改造完成的梨园小区，在设施、功能、文
化、服务等方面都有了综合提升，一幢幢崭新的楼体、一条条
宽敞的沥青路、一盏盏在夜里亮起的路灯……一处处实实在
在的变化不断温暖着住户的心。

“老旧小区改造不单纯是一个建设工作，更是一个社会治
理、基层组织动员工作，需要发动广大居民共谋、共建、共管、
共评、共享。”莱阳市住建局局长赵玉庭表示，今年该市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一，按
照高标准改造、高效能服务的目标，启动文化路等7个区片的
老旧小区改造，重点推进水电管网、道路停车、技防消防等七
大工程，按照“高标准、体系化、快节奏、纳民意”的改造思路，
实行“一体化谋划、一体化改造、一体化服务”，实现“面子”与

“里子”一起治，同步提升小区环境和群众幸福指数。

服务保障工程
兜底群众幸福感

在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和短板的同时，莱阳市更加注重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保障工程建设，让梨乡百姓生活更
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去年以来，莱阳市围绕“拉框架拓空间、畅通微循环”两
大方向，建立清单化管理、销号式推进机制，一线办公破除阻
碍、倒排工期克服疫情影响，完成投资5.1亿元，竣工11项路
桥工程，城区8条“断头路”按计划全部打通，有效提高了道

路通行能力，改善了周边群众的出行环境。
为拓展城市发展的“第二空间”，实施剧院广场改造工程，

工程分为地下一层停车场及地上广场绿地两部分。剧院广场
临靠该市两大医院，来往车辆密集，地下停车场的建设将进一
步优化道路资源配置，缓解区域停车难题；地上部分将建设为
一个贴近群众的街头游园，打造五龙路精品景观带。目前，剧
院广场地下停车场主体已完成，设置停车位361个，广场园
路、管理用房施工已完成。同步，五龙广场改造已竣工开放，
蚬河两侧景观绿化的凤凰路至丹崖路段已竣工。

用心用情
解决好大事小情

服务改善民生无止境。今年，莱阳市持续做好“城市更
新”文章，全力抓好总投资14亿元的50项城建重点项目，优
化布局、拓展空间，让城市更具现代感、更具吸引力。

贯通城市交通“脉络”，投资5.75亿元，加快实施文化东
路、贤友路、蚬河路南延公铁立交等24项路桥工程，加快完
善八纵八横的城区路网结构；实施畅通工程，推进古城街、凤
凰路等9项城市功能配套工程，打通断头路，优化内循环；升
级东部城区道路，投资2.8亿元，实施金山大街、富山路等道
路改造更新，推进黄海四路公铁立交建设，打造环境优美、功
能齐全的现代化东部新园区。

投资14亿元建设市民文化中心，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
力争今年开工建设。投资5.1亿元，实施五龙河流域综合治

理绿化、蚬河两侧景观绿化、火车站站前广场雕塑等项目，建
设精美园林城市。与此同时，开展全市784个村庄房屋安全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快推进农村清洁取暖，加强无害化卫
生厕所改造后续管护。

“围绕这些项目建设，全系统上下将牢固树立‘工地就是
办公室’的工作理念，建立‘一个项目、一套人马、一个路线
图’落实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大事小情，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赵玉庭说。

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
通讯员 李梦 柴菁 摄影报道

“城市更新”释放民生红利
莱阳加快推进50项城建重点工程，以实招硬招回应群众关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 通讯员 李梦 王海涛
摄影报道）又是一年好春光，万亩梨园花飞雪。4月10日，
2021莱阳梨花节将正式开幕，活动将持续至4月25日，让游
客们尽情领略“千树梨花千树雪，一溪杨柳一溪烟”的梨乡盛
景，向人们展现“中国梨乡”莱阳的城市魅力。

4月7日，走进位于莱阳市照旺庄镇西陶漳村的梨乡风

情旅游区，点点“白雪”已经初初挂上枝头，粉边勾勒的花苞
犹如羞中带怯的少女，等着在节日中绽放。正在忙着给梨花
授粉的梨农于秀珍说：“节前这几天都是好天气，到开幕的时
候正好赶上梨花全部盛放，那才好看呢。”

谈到近些年莱阳梨的发展，种了20多年莱阳梨的于秀
珍语气里既有期待又有骄傲。“莱阳的梨花美，梨更是好吃。
如今各级政府对咱们‘莱阳梨’的宣传推广力度很大，莱阳梨
的市场越来越好，我们的梨都不够卖，年年没等熟透就预订
一空。”于秀珍说话的时候，眉梢上都染着喜气。

梨园外的主干道上，十余名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搭建着
展位。“游客在欣赏如堆雪筑玉般的花海同时，对美食也有很
大需求，我们在农家乐的基础上，又从全国各地引入特色小
吃，形成美食街。对于每个摊位我们都逐一核实工作人员的
健康证和摊位的卫生许可证，保障游客吃得健康放心。”梨花
节主办方负责人宫大伟说道。此外，梨花节期间园区还将设

置儿童游乐区、百米樱花长廊等活动区域，对原有景区内的民
俗馆、农事园、四季园、贡梨园等景点，设置旅游攻略示意图和
旅游道路标识、指示牌30处，“我们还成立将服务小组全程保
障来访游客的引导工作，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为前来的游客
呈现一个干净、整洁、优美的环境。”宫大伟表示。

自1991年举办第一届梨花节，莱阳市梨花节至今已连
续举办30届。今年，梨花节期间，该市将梨花盛景融入文
化内涵，带给游客全新的旅游体验。梨花节期间将举行“梨
园华服”国风展示活动，以“莱阳梨花”为主打IP，还有名人
文化采风、“花影·梨乡摄影大赛、“国学大篷车”研学活动
等，让大人带着孩子，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

期间，游客还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文艺演出，在儿童游乐
嘉年华参与亲子玩乐，品尝传统特产与民俗美食，亲身参与
梨膏、梨原浆现场制作等，让游客一边欣赏梨花美景，一边在
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在梨乡留下难忘的回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 通讯员 邓丕峰）“小小
一本证，牵动万家心”。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社会关注
度高、协调难、进展慢。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莱
阳市全力攻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为人先的魄力，走
出了一条符合不动产登记的新路子。

破解困境
解决“不敢办”难题

每个历史遗留问题小区的情况千差万别，推进的每一
步，都似在雷区内“排雷”。为此，莱阳市专门成立了由市领
导挂帅，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公安局、法院、
相关镇街等组成的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专班，出台
了《莱阳市不动产登记涉及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方
案》。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小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了“一般业务
窗口现场会办、疑难问题条线集中会办、重大问题部门联席
会办”的疑难问题三级集体会商制度，定期集中办公会审，对

问题逐个“解剖麻雀”，开出“药方”，合力攻坚一个个“雷区”，
扫清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上的一个个障碍。

专班成员组成“专科门诊”现场“坐诊”，分类清理所有历
史遗留问题。组织业务人员上门“巡诊”，通过走访群众，摸底
调查，了解宗地权属及现状，深入听取群众意见，详细了解情
况，理清关键环节，广泛查找解决问题的政策依据。根据集中
梳理出的问题、深入调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结合疑难业务
会审、业务例会、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集体会诊”，按照“能办
的马上办、有问题的解决问题办、违规的依法依规办”原则，实
行一事一议，制作工作台账和推进图，逐步逐个予以解决。

同时，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借鉴外地解决不
动产历史问题先进经验，推行“属地政府+不动产”联合登记
办理、证缴分离、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解决居民小区建设主
体消失、验收手续不全、土地手续缺失等难题。依法依规化
解了弘盛现代城、万利大厦、金山小区等22个小区，1万余户
居民的不动产登记办理历史遗留问题。对能办理不动产登
记证的小区，第一时间张贴不动产登记公告，告知群众办证
时间、地点、准备要件及材料，提速办证时效。

持续“强能”
解决“不会办”难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提高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

遗留问题的能力，破解“不会办”难题，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坚持“抓好一班人、带动一层人、影响一群人”思路，对工
作人员定期进行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不断锤打锻造队伍，
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增强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和技能，为更好
地履职尽责打下良好基础。

在抓好业务素质提高的同时，提出了“让服务有温度”的
理念，在办事大厅设置帮办区，安排专业人员“一对一”为群
众全程帮办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登记业务，让办事群众“进
门开心，办事满意”，达到“走进一个门，办完全部事”的目
标。同时，将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所需要件、流程等印制成

“一次性告知服务卡”，摆放在服务大厅，供办事群众取用阅
读，了解掌握办理登记的具体要求及注意事项，解决了办事
群众因准备申请材料不全、不规范来回跑的问题，打通服务
最后“一公里”。

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莱阳市大胆创新，从体制机
制、提升能效、办事程序、服务模式等方面精准发力、推陈
出新，创造性建立了“先行登记、并行完善”容缺受理的处
遗工作机制，100多户群众成为直接受益者。“‘决不把历
史问题再留给历史’，6月底前全面解决这一民生问题，真
正让不动产登记众多历史旧账变成‘历史’。”这是莱阳市
对社会和群众全面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的
郑重承诺。

团旺镇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姜秋全 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连日来，
在莱阳市团旺镇源太食品、花园食品、晴耕雨读食品等企业内，
镇安监办及企业负责人陪同聘请的第三方专家对企业的安全生
产情况进行全面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坚决消除安
全生产隐患。

“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我们在对企业进行严格督导检查
的同时，还要求企业卡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员工教育培
训，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严格落实带班值班制度，确保企业不发
生生产安全问题。”团旺镇镇长李连照说。该镇采取班子成员带
队、应急办配合、聘请专家参与的模式，督导检查、执法检查双管
齐下，主要领导带头对企业进行深入细致的检查，对发现的问题，
列出问题清单，实行销号管理。要求企业立即逐项整改、限期整
改，坚决杜绝事故发生。镇自然资源所、市场监管所、派出所、电
力公司等双管单位也纷纷行动，立足各自工作职责开展安全生产
检查，在全镇范围内形成了各部门联合行动、齐抓共管，深入推进
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有利态势。

莱阳市进入
“交房即办证”时代

本报讯（通讯员 朱晓宁 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日前，莱
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税务部门举办建业·龙昌学府“交房
即办证”启动仪式，标志着莱阳市这一创新改革工作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143名购房业主 同时领取到新房钥匙和“不
动产权证书”，成为莱阳市首批享受此项新服务政策的业主。“交
房即办证”的实施，打通了过去交房、办证不同步的堵点，破解了
购房者不能及时进行抵押融资的难点，消除了群众、企业、政府
沟通不顺畅的痛点。

百名文化旅游宣传
志愿者为梨乡代言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霞 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4月2日，
莱阳文化旅游宣传志愿者宣誓仪式举行，100位志愿者集结到
位，郑重宣誓。梨花节、樱花节等重大节庆活动期间，他们将充
分展示莱阳人民的活力和热情。

此次活动旨在号召莱阳文化旅游宣传志愿者弘扬志愿精
神，展示梨乡风采，助力提升莱阳城市形象和“中国梨乡”品牌知
名度，推动全域旅游向纵深发展，实现从“美丽风景”到“美丽经
济”的完美转变。

据悉，莱阳文化旅游宣传志愿者采用面向全市招募的方式
进行，活动一经启动，便收获热烈反响。经过单位推荐、面试、审
查等多个环节，最终挑选了100名莱阳文化旅游宣传志愿者服
务梨花节、樱花节等重大节庆活动，助力家乡发展。

让不动产登记遗留问题成为历史
莱阳走出不动产登记新路子，6月底前全面解决

梨园“春雪”等君来
2021莱阳梨花节10日开幕

市民文化中心效果图市民文化中心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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