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个在建工地接受安全生产“回头看”

我市完成首笔不动产买卖预告登记
可有效防止卖方“一房二卖”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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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进补，来年打虎！”冬天是对身体
进补的大好时节，俗称“补冬”，中医认为：
冬季进补身体最容易吸收，而现在人们冬
补时，更喜欢选择食补养生品，在众多的滋
补养生品中，海参以其独特的食补营养作
用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冬季进补首选。目
前，市面上海参质量良莠不齐，让市民在海
参选择上眼花缭乱，无从下手……
烟台“狠人”杜伟，“猪肉价”海参终结暴利！

“吃了我的海参，那些养殖参、天价
参，白给你你都不吃了”，这就是山东烟台
元盛海参有限公司总经理杜伟撂下的狠
话，“以前吃1斤海参的钱，你在我这里能
吃5斤，以前吃一顿海参四五十，给我打

电话，只要十几块钱，货
真价实，童叟无欺！”

原价三四千元的野生
淡干海参，杜伟只卖990
元，为了要回头客，现在买
2斤再送1斤！均价660元
1斤，1斤50头左右，1根也
才十几块钱，真是堪比猪肉
价！读者朋友马上拨打4150678报名，
抢购纯野生特价干海参，仅限4天！

冬养计划野生淡干海参，营养价值
高，工厂价直销，活动只有4天。

冬养计划野生淡干海参采用的是阿
拉斯加深海野生海参，其生长海域人迹

罕至，生存环境生态优
良，参龄达到极为罕见的
10年以上，其营养极为丰
富，蛋白质、海参粘多糖
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高于
其它大多种类的海参。
吃海参我们吃的是它的
营养物质，冬养计划野生

海参是“冬补”首选。
本次惠民购，响应“冬季养生计划”，

本着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名贵滋补品，
让父母、亲人、朋友都健康的宗旨，工厂
价直供港城市民，没有任何中间环节，专
柜价2780元的野生淡干海参，现价只要

990元，买2斤送 1斤，折合每斤只需
660元！

由于数量有限，每人限购6斤，名额仅
50名，无接触送货上门。

放心吃参，三大承诺：
一、保证进口纯野生刺参：每一根特价

海参均进口自阿拉斯加无污染海域，发好
后体积增大3到4倍，肉质厚实，弹性十足。

二、每根海参均符合相关检验检测标
准，工商手续齐全，QS认证。

三、免费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
不满意不签收，并保证7天无理由退换货

专卖店2780元野生淡干海参，工厂直销每斤只卖660元
冬季养生计划，港城惠民购，每人限购6斤，名额仅50名 活动时间：11月26日—29日

订购电话：4150678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金海善 通讯员 邹治国 卫广忠）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
局海河所针对辖区市场主体量大、
食品经营业户多、高度分散等特
点，着眼优化营商环境，着眼便民
利民惠民，对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业务进行流程优化，实现食品经营
许可证“网上通办”，为办事群众提
供“店小二”式服务。

食品经营业户只需网上提交申
请材料，监管所接到申请后对材料
进行审核并实地核查。符合要求，
帮助经营业户熟悉掌握食品安全法
规及日常经营工作要求；不符合要
求，提出指导意见。通过“网上办”实
现办事群众“零跑腿”，极大方便了经
营业户，激发了市场活力。截至目
前，累计网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2350户，实地指导规范2350户。

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网上通办”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杨健 通讯员 李金枝 朱
颖）“感谢芝罘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换位思考，了解到我们的
现实困难后，帮我们及时办理
了预告登记，心里的石头落了
地！”23日，在芝罘区不动产登
记中心，烟台海诺仓储物流有
限公司和烟台海隆水产有限
公司负责人连声向工作人员
致谢。

据介绍，两家企业均有买
卖不动产的意愿，但烟台海诺
仓储物流有限公司购买不动产
的资金尚未到位，周转暂时较
为困难，双方均希望在筹措过
程中，确保烟台海隆水产有限
公司的不动产不会被售卖给第
三方。得知企业的现实困境
后，芝罘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迅
速启动会商制度，由中心业务
骨干对企业相关情况进行了详
细调查，经过反复会商和研究，
建议企业办理不动产买卖预告
登记，按照申请人的意愿和需
求，对不动产买卖、抵押的办理
预告登记，可以保障将来物权
的实现。得知办理不动产买卖

预告登记可实现企业诉求后，
两家企业代办人立即办理该不
动产买卖的预告登记业务，我
市首笔不动产买卖预告登记业
务就此完成。

申请不动产买卖预告登记
对于企业有哪些便利之处？芝
罘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说，预告登记可以有效防
止卖方“一房二卖”的情况出
现。《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一条
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
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
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
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
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
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
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
力。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
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
起九十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
告登记失效。这也就意味着，
买卖双方对房屋进行预告登记
后，卖方再行对房屋进行处分，
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的，不
产生物权效力，即第三人无法
取得该房屋所有权。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
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对
被查封的办理了受让物权预告
登记的不动产，受让人提出停
止处分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符合物权登记条件，受让
人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应予
支持。”在该规定所指向的情
况下，如果买卖双方对所购房
屋办理了预告登记，即使卖方
因无法偿还债务被法院强制
执行该房屋，买方可以依据预
告登记提出异议，预告登记有
效的，可以阻却法院强制执
行，防止买方无法获得该房屋
的所有权。

芝罘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醒广大市民，为防范不动产买
卖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建议双
方预先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
预告登记，并将该条款写进双
方的买卖合同中。办理了预告
登记手续后，未经购买不动产
方同意，出卖人绝不能将已卖
的不动产再行出售或抵押，从
而避免出卖人因诉讼纠纷造成
不动产被拍卖的风险发生。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孙元钦 摄影报
道）冬季来临，工地在抢拼施工计
划的同时，安全生产也成为重中之
重。11月以来，芝罘区住建局对全
区73个在建工地进行了安全生产
大检查“回头看”，进一步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此次“回头看”坚持“全覆盖、
零容忍、严督导、重实效”的原则，
由该局分管领导牵头，建设事务服
务中心4个督导组统筹推进。对
前期省市督导组抽查的个别工地
存在的书面资料不完善及现场安
全隐患和该局4个督导组日常排
查的安全隐患，特别是深基坑、高
支模、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设备
等重大危险源逐一进行复查检查，
及时发现新问题，落实整改措施。
在“回头看”期间，坚持“两手抓，两
手硬”原则，一手抓安全生产、一手
抓疫情防控，做到安全生产与疫情

防控两不误。
通过对73个在建工程项目进

行“回头看”，检查治理了安全隐患
47个，下发整改通知单36份。通报
了12家部分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不
力的项目，扣除2家违反违规操作
项目信用分。通过大检查和“回头
看”，有效消除了在建工程的安全隐
患，促进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下一步，芝罘区住建局要求所
有在建项目扎实开展安全隐患自
查自纠活动，结合工程实际，突出
重点，逐项排查问题和隐患并逐一
整改到位，建立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台账，形成闭环管理，存档备查。

针对当期雨雪寒潮天气，还将
重点检查冬季施工安全措施的落
实，强化高支模、深基坑、脚手架和
起重机械设备等危大工程的管控；
大风蓝色预警期间停用塔吊、升降
机等机械设备，停止各种室外、露
天施工作业，做好施工现场防火安
全管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鲲 吕金滙 通讯员 于冬梅）晚
报“老于帮办”进社区活动受到市
民欢迎。明天上午，活动第291
站将走进芝罘区白石街道新海阳
社区。届时，“老于帮办”记者和
晚报城市服务联盟单位志愿者一
起，与市民面对面，倾听市民烦心
事，帮助市民解难题。活动地点
在新海阳社区北侧小广场，时间
是上午9：00—11:00。

本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为市民朋友带来了更多的实惠
和更周到的服务。如今市民家
中大小家电种类繁多，一旦坏了
不知找谁修理，晚报特邀“老于
帮办”栏目帮办员孙德荣老人，
他将到现场为市民修理电饭锅、
收音机、豆浆机、钟表等小家电
和日用品；志愿者李肇平老师也
应邀参加本期活动，他将帮助大
家维修缝纫机等物品。

健康义诊最受老年朋友欢
迎。爱尔眼科医院专家教您如
何保护视力，并为市民免费检
查各种眼部疾患；洛神口腔的
专家莅临现场，为您检查口腔，
教您如何保护牙齿；聪聪可视
采耳为市民免费检测耳道，教
您如何保护听力。立健大药房
志愿者将在现场为市民测量血
糖血压，讲解保健养生常识。

法律问题是市民关注热
点。明天上午，山东邦典律师
事务所高旭东律师将亲临现
场，为市民提供法律援助，您有
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可现场咨
询。近期有不少市民致电
6601234，他们需要保洁员、保
姆、育婴师等，本周“老于帮办”
栏目特邀恒誉家政公司工作人
员，他们的志愿者将在现场接
受市民咨询，您有家政方面的
需求可与他们联系。本次活

动，恒誉家政还为辖区居民准
备了部分小礼品，先到者先得。

红社·民购新媒体电商平
台还将携烟台国际机场集团航
空食品有限公司、鲁花等优质商
家现场为居民带来福利。

其他社区居民去现场可
乘坐12路、45路到新海阳公
交站点下车；也可乘坐 9路、
15路、19路、56路到消防特勤
中队下车。

由于每期活动现场人员较
多，建议大家把反映的问题提
前写到纸上，这样可提高效
率。为了大家的健康，参加活
动的市民和志愿者请自觉佩戴
口罩。

“老于帮办”明天到新海阳社区
地址：新海阳社区北侧小广场

老于帮办

温馨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