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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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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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 吕 少 杰 ，女 ，（身 份 证 号

370602197610093226）于 1995 年 9

月—1999年7月在烟台大学财经系

国际贸易专业完成4年本科学习，已

毕业。现毕业证和学位证丢失，毕业

证 号 ：00263260，学 位 证 号 ：

110664990012。特此声明。

●烟台辰源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1月10日开具给王艾蕾辰

源小区3号楼501号的一张增值税预

收 款 发 票 丢 失 ，发 票 代 码 ：

3700162350，发票号码：00341532，

发票金额：173726.00元，声明作废。

●山东三同律师事务所的山东

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丢失，编号为

A501000612044，声明作废。

●赖晓燕购买的栖霞保信置业

有限公司的烟台华安小区15号楼1

单元102户的山东省烟台市房地产企

业 预 收 款 收 据 丢 失 ，收 据 号 码

0023154，金额：1454元（壹仟肆佰伍

拾肆元），开票时间：2013年 10月 2

日 。 收 据 号 码 ：0003704，金 额 ：

199247元（壹拾玖万玖仟贰佰肆拾柒

元）,开票时间：2012年3月21日，收

据号码：0003771，金额：10000元（壹

万元整），开票时间：2012年 3月17

日。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现有海阳滴水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687MA3UG4067L，经股东决

定（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李磊、孙翠

翠组成，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5192367702

海阳市滴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公 告

海阳市学有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变更法人属性债权申报公告

根据海阳市学有方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我公
司将因变更法人属性开展财务清算。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公告如下：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前，与我公司确定债权
关系的单位或者自然人，请持有效债权
凭证，在本公告刊出之日起45天内到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由此所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经济责任
和后果均自行承担。
清算组联系人：马博
联系电话：18866650185
地址：海阳市学有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海阳市学有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1月10日

道路封闭通告
为保证X018林西线路面维修工程顺

利开展，减少施工中的安全风险，早日实现
出行道路畅通。根据施工需要，自2021年
11月 17日起至2021年 11月 17日止，对
X018林西线（K13+085—K3+130）实行全
封闭交通管制，过往车辆请绕行。

特此通告!
烟台市福山区交通运输局

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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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告期、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挂
牌出让期

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公告期为: 2021 年 11 月 16 日 09 时至
2021年12月6日09时。

㈡申请人可于2021年12月6日09时
至2021年12月15日10时，登录烟台市土
地市场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获取保
证金缴纳账号，通过网银或电汇缴纳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12
月15日10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
时间为准）。申请人须以办理CA数字证书
的名称一次性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
保证金帐号由系统自动生成）。逾期，烟台
市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止受理申请。

㈢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期为：

2021年12月6日09时至 2021年12
月17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期结束
后，进入网上挂牌出让审查期，审查期不超
过3个工作日（详见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1年12月15日期间，登陆烟台市土地
市场网，在首页的“‘土地市场’→‘土地出
让’”栏中点击意向地块，对意向地块的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进行查询或下载（包括

出让公告、竞买须知、出让合同(模板)、相关
图件、相关附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的，烟

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
布补充公告，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
告之日起，相应顺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话：0535-4285056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6日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资规牟告字[2021]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www.ytlands.cn）公
开挂牌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宗地编号 坐落位置

烟G
[2021]3008

三八河路东、
金埠大街北

用地
性质

出让
面积约

容积率
规划建
筑面积

出让
年限

出让起
始价

竞买保
证金

74838.07 工业 ≥1.0 ≥74839 50 2825 2825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外），均可按《烟台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参加竞买。
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受联合竞买。

隐元禅师铜像长崎揭幕
促进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新华社日本长崎11月15
日电 由中方捐赠的隐元禅师
铜像揭幕式14日在日本长崎
兴福寺举行。长崎县知事中
村法道、中国驻长崎总领事张
大兴等出席揭幕仪式。

这尊铜像出自中国美术
馆馆长吴为山之手，身高2.05
米，基座上有日本篆刻家的题
字“隐元禅师像”。

张大兴在致辞中表示，隐
元禅师是在中日两国备受尊
崇的高僧大德，为中日文化交
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此次
中方捐赠隐元禅师铜像，将以
传播文化为桥梁进一步深化
两国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友好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当天，兴福寺还撞响了此
前由中国福建省捐赠的“世界
和平钟”。这口钟高1972毫
米，象征1972年中日邦交正
常化，于今年2月被安放于兴
福寺钟鼓楼内。

长崎县文化观光国际部
国际战略负责人前川谦介表
示，兴福寺见证了日中两国悠
久的交流史。明年将迎来日
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以及长
崎县和福建省缔结友好关系
40周年，中方捐赠的隐元禅师
铜像和“世界和平钟”将成为
日中两国以及长崎县和福建
省之间友谊的新象征。

始建于1620年的兴福寺
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
历史。1654年，63岁高龄的
中国高僧隐元禅师率弟子应
邀东渡日本，在兴福寺担任住
持。此后，隐元禅师在京都宇
治创立黄檗宗，成为日本禅宗
三大宗派之一。隐元禅师远
渡日本不仅传播了佛法，还将
中国在建筑、雕塑、书画、音
乐、烹饪、茶道等方面的文化
带到日本，形成了著名的黄檗
文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作
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15
日电 国际冰球联合会北
京冬奥会女子冰球资格赛
决赛于北京时间15日落
幕。经过四天争夺，捷克、
丹麦、瑞典最终从12支队
伍中脱颖而出，获得北京
冬奥会女子冰球比赛的最
后三个席位。至此,冬奥
会女子冰球项目十支参赛
队伍全部确定。

本次资格赛决赛轮分
三个小组在三个国家同时
举行，三个小组的第一名
获得冬奥会入场券。C组
由捷克、匈牙利、挪威和波
兰队组成；D组包括德国、
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队；
瑞典吕勒奥举办E组比
赛，瑞典、法国、斯洛伐克
和韩国队展开争夺。

在C组最后一天比赛
中，捷克与匈牙利针锋相
对。捷克队在第一节即打
进三球，最终5:1取胜，获
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
D组比赛中，丹麦在0:2
落后于德国时，顽强攻入
两球将比分扳平；尽管在
点球大战中负于德国，但

拿下宝贵1分的她们仍以小组第一的成
绩创造了历史，获得北京冬奥会入场
券。E组中的瑞典队在连续三年无缘顶
级赛事后，3:2击败法国队挺进冬奥会。

此前，世界排名前六位的球队和东
道主中国队已自动获得参赛资格。十支
参赛队按种子排名分成两个小组，A组
为排名前五位的种子球队：美国队、加拿
大队、芬兰队、俄罗斯奥委会队和瑞士
队，B组由中国队、日本队、丹麦队、捷克
队和瑞典队组成。A组的五支队和B组
前三名的球队将构成北京冬奥会女子冰
球八强。

107岁马识途出新著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上架

新华社成都 11月 15日
电 13日，107岁马识途新著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
记》在成都出版上架。这部马
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甲骨文
的回忆录甫一出版，便受到中
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等诸多知名作家的推荐。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
笔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全书3卷，除了从不同角
度展现甲骨文魅力，还鲜活地
再现了罗常培、唐兰、闻一多
等多位西南联大语言文字学
大师妙趣横生的授课场景。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当代
著名作家、书法家，现为四川
省作家协会第九届主席团名
誉主席，著有《清江壮歌》《夜
谭十记》等文学作品。80多年
前，身为地下党员的马识途在

西南联大求学，后毕业于西南
联大中文系。

“古文字学本来是很专业
的，但是我想这本书是为大众
写的，除了怀念西南联大和罗
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
梦家等大师，还希望能普及甲
骨文。”马识途说。

“105岁，《夜谭续记》出
版时，他说封笔了。我说怕是
封不了。果然，107岁的马老
又出新书了。因为青春的记
忆像火燃烧。地下工作，革命
是他的青春。西南联大，甲骨
文也是他的青春。”阿来在推
荐语中这样写道。

铁凝表示，《马识途西南
联大甲骨文笔记》见证了作者
对汉字及其承载的博大传统
经久不磨的挚爱深情，更见证
着一位革命作家如金如石、坚
不可移的文化自信。

F1巴西大奖赛发生碰撞事故
11月14日，阿斯顿·马丁车队加拿大车手斯托罗尔（前）与红牛二队法国车手加斯利发生碰撞事故。
当日，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2021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圣保罗站正赛中，梅赛德斯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夺得冠军，红牛车

队荷兰车手维斯塔潘获得亚军，梅赛德斯车队芬兰车手博塔斯名列第三。 新华社

近日，牟平区五里头小学举行了“敬畏生命，守护校园”逃生
演练活动，藉此进一步宣传了防灾减灾知识，增强了师生们的应
急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通讯员 孙忠莲 摄）

广告订版热线

6631203 6631205

《长津湖》在港掀起观影热潮
观众为强大祖国自豪

“印象最深的就是指导员梅生的那句
话：‘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
代要打！’”香港市民程小姐看完《长津湖》后
红着眼眶哽咽地说。

程小姐首映当晚就和朋友看过此片，看
完就想带孩子再来看一次。“以前不太了解
这段历史，现在经常会不自觉地想起来。相
信孩子看完后也更能了解‘长津湖’这三个
字的分量。”程小姐说。

近日，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电影《长津
湖》登陆香港院线。上映首日，近40家影院
排片130余场，有的场次甚至一票难求。

影院中，观众们自然流露的感情令人动
容。有的观众观影过程一直流泪，也有观众
看完后久久不愿离去。

“电影一开始，美国军舰一直在开炮，美
国飞机也不停扔炸弹。我就特别着急，敌我
装备如此悬殊，这场仗我们到底怎么打？”香
港市民张先生看完电影后难掩激动之情。

他说，要深深感谢志愿军将士们，他们

穿着单衣却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意志，
打下了抗美援朝这场立威之战，赢得了敌人
的敬畏，更赢得了中国几十年的和平与发展。

“当国家存亡受到威胁，当敌人开始轰
炸我们的边境国土时，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只能拼了命去与敌人打个你死我活！”香港
华侨华人义工委员会副会长陈宏权观影后
感慨地说。

他说，这部电影非常值得香港年轻人
看，因为抗美援朝与香港息息相关。当时不
仅有香港企业家输送物资给国家，更有香港
学生北上参加志愿军。

“只有看到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冻
土豆，还有为了完成任务不暴露、冻僵在雪
地里的‘冰雕连’这些感人画面，香港年轻一
代才更能理解我们现在享受的美好生活，全
部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陈宏权说。

据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介绍，《长津湖》
这部电影主要带出“我们这一代把仗打完，
下一代就不用打仗了”这个重要信息，启发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青年回顾那段历史，让他
们明白因为有了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
才换来了今天的家国安宁。

“当我跨过鸭绿江，看见对面炮火的时
候，我的身后就是祖国!”香港“90后”青年申
浩飞对电影中的这句台词印象最深刻。

他说，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们为了保卫身
后的祖国，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化作守护祖
国的铜墙铁壁。“正是因为有他们，我们现在
才有机会谈未来。”

“当听到片尾曲里唱着‘我身后是祖
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瞬间涌上
心头，因为我们身后是强大的祖国。”申浩
飞说。

电影《长津湖》三位导演中就有徐克和
林超贤两位香港导演，该片在香港的表现一
直备受期待。

据香港影业协会最新数据，《长津湖》在
港上映前四天票房就超过400万港元。在
刚刚过去的周末更是掀起了观影热潮，每日

票房均超过100万港元。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主席马浩文

表示，香港社会正处于由乱转治、由治及兴
的转折关头，这时候香港市民的国家身份认
同感在不断提升，希望增加对国家历史文化
的认识。

记者注意到，在电影放映完后，头发花
白的孙先生与太太迟迟没有离开。孙先生
说：“太太从小在香港长大，以前不太了解这
段历史，看完电影后感动到无法用言语来表
达，只得慢慢平复心情。”

他说，老一辈看到这部电影能产生很强
的共情感。“看着生活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
越强大，只希望年轻一代好好珍惜。”

“通过电影，香港市民能了解这场胜利
得来不易，更明白国家一路走来的艰辛。相
信香港市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与繁荣，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英皇集团
执行董事杨政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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