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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一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某国企委托，定于2019年7月

3 1 日 1 1 : 0 0 在 中 拍 平 台 h t t p : / /

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山东

烟台市开发区内的如下两栋厂房”：

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0号内11

号，建筑面积 8 5 5 8 . 8 5㎡，起拍价

996 . 25万元；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0

号内13号，建筑面积7190 . 25㎡，起拍

价836 . 95万元。

两栋厂房均已办理不动产权

证,整体拍卖优先；价格低:仅1164元/

㎡；税费低 :过户税费各自承担；园

区工业及生活配套完善 ,交通便利；

国企信誉保证:国企委托,过户无忧。

看样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7月

30日(预约看样)保证金：100万元/标

的(整体拍卖保证金：200万元)保证

金交纳及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7月

30日17：30(以银行实际到账为准，持

有效证件及银行缴款单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报名地点：厦门市鹭江道268

号远洋大厦25楼D单元。

咨询电话:0592-5558745 5558747

1890592376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烟台公交集团推出

免免费费乘乘红红色色公公交交，，体体验验红红色色之之旅旅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梁莹莹 ) 大家听过移动的
“党性教育红色主题文化课
堂”吗？在烟台就有一个。7月
27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
合烟台公交集团推出“乘坐
红色专线，传承红色基因”主
题党日活动，现面向社会启
动预约，社会团体和市民均
可拨打电话进行免费预约参
观。

树立文化自信，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家国情怀。7月
1日，为庆祝建党98周年，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烟
台市党性教育基地与公交

集团联手打造的省内首条
红色教育公交线正式开通，
有效串联起芝罘区、莱山
区、牟平区三区的5处红色
教育基地，让市民和游客通
过乘坐线路可以充分感知
民族背后的精神力量，让爱
国主义精神根植于心中，使
红色资源成为党性教育最
鲜明的精神标识。

这趟旅程会有哪些精彩
亮点？一起来“探探路”吧。7
月27日一早，我们将由烟台
火车站北广场出发，沿着烟
台最秀美的海岸线，游览烟
台山景区，参观胶东革命纪

念馆，瞻仰杨子荣革命纪念
馆，一路上不仅可以欣赏沿
途的海岸美景，同时还能接
受“胶东精神”“爱国主义特
色教育”的熏陶与洗礼，了解
烟台百余年来的历史文化变
迁，体悟胶东红色传世经典，
享受视觉与精神上的双重满
足。

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面向社会启动预约，社
会团体和市民均可享受免费
乘坐待遇，近距离体验红色
专线，跟随红色公交踏上烟
台 红 色 之 旅 ，预 约 电 话 ：
6610123 18653575127。

烟台莱山口腔医院义诊进村居

1111位位老老人人将将免免费费安安装装义义齿齿
本报7月22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桑桑) 为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烟台莱
山口腔医院启动“致党为公
乐享口福”关爱无牙老人公益
活动。活动期间，烟台莱山口
腔医院医护人员来到乡镇、街
道、村为老人进行免费牙齿筛
查、为符合条件65岁以上的无
牙老人免费镶装义齿，真正解
决老人因牙齿疾病带来的痛
苦问题。19日上午，莱山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嗣强，烟
台市政协常委、致公党烟台市
委副主委唐振铎，莱山区政协
副主席、发改办主任、致公党
莱山区支部主委黄晨林，莱山
区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邵国
庆，解甲庄街道党工委书记徐
仲伟，解甲庄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石国栋，烟台莱山口腔医院
副院长王振东等领导来到东
解甲庄村活动现场，慰问现场
老人及医护人员。

“致党为公 乐享口福”是
莱山口腔医院2019年的重点公
益活动，得到了烟台市莱山区
委统战部和致公党莱山支部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活动自6月1
日启动以来，烟台莱山口腔医
院医护人员走进莱山区乡镇、
街道、村为65岁以上老人进行

免费牙齿筛查和给予牙齿疾病
防治方面的建议。目前医院已
走进20多个村，筛查老人一千
余人次，已有20多位符合条件
的老人到院治疗。

活动现场，莱山口腔医院
的医护人员依次为老人进行登
记、量血压、检查……结合老人
们的牙齿情况及提出的问题，
医生一一进行解答并给予牙齿
疾病防治方面的建议。据了解，
东解甲庄村现场参加筛查的老
人大都七八十岁，口腔情况比
较差，很多老人多年缺失牙齿，
牙槽骨比较平，吸附力非常差。

莱山口腔医院专家提醒，
一旦出现牙齿缺失，应及时治
疗。长时间牙齿缺失，会导致
牙槽骨吸收、牙龈萎缩，义齿
镶装困难大、程序复杂，甚至
很难再镶装全口义齿。同时，
牙周病是造成牙齿缺失的主
要原因，因此市民要重视口腔
健康情况，正确有效刷牙，定
时到正规、专业的口腔医院接
受检查，定期洗牙，保持口腔
健康，积极预防牙周病，尽早
治疗口腔疾病。经过一上午义
诊，莱山口腔医院医护人员共
为60多名老人进行口腔检查，
最终确定11位无牙老人符合免
费镶装义齿的条件。并将在7

月31日之前，前往烟台莱山口
腔医院进行免费义齿安装。

付大姨今年81岁了，一个
牙齿都没有了。“我好几年之前
牙就掉光了，一直也没镶假牙，
硬东西不敢碰，只能吃稀的。医
生告诉我，我符合条件可以给
免费装假牙，以后把牙镶好了，
就能正常吃饭了，真的太好了，
特别感谢莱山口腔医院。”付大
姨高兴地说道。

东解甲庄村党支部书记李
进告诉记者，村里老人大多七
八十岁了，或多或少的存在牙
齿疾病，莱山口腔医院举办此
次筛查活动，不仅让村里的无
牙老人可以免费安装全口义
齿，还解决了许多困扰村民已
久的口腔问题，后续的一切工
作村委会也会全力支持配合。

“乐享口福活动自启动以
来，受到烟台市莱山区委统战
部、致公党莱山支部和社会各
方的支持，这是一项长远且意
义重大的公益项目，也是对无
牙颌老人的关注和关爱。这次
筛查活动，我们主要针对解甲
庄街道65周岁以上老人，并为
符合条件的无牙老人免费安装
全口义齿，让他们享受到先进
的齿科技术及专业的口腔诊疗
服务，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也

有助于延长寿命。”烟台莱山口
腔医院副院长王振东表示，举
办此次活动目的是真正做到关
爱和帮扶贫困群众，为老百姓
做实事。下一步，我们将会到莱
山其他的街道，相对偏远的农
村去，为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
免费的筛查，然后给他们做更
多的假牙，改善他们的生活，以
后每年我们都会陆续拿出一些
名额，为莱山区的基层老百姓
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通常全口
义齿镶装是制作牙模、确定咬
合关系、调整义齿三个步骤。
作为“孝从齿来”活动的组织
者，烟台莱山口腔医院成立
了医疗小组，制定了详尽的
治疗方案与后续的服务，并
将活动做好、做精，让无牙老
人拥有“牙齿”，帮助他们恢复
正常咀嚼能力。

烟烟台台退退休休人人员员养养老老金金十十五五连连涨涨
本次调整惠及烟台市71万退休人员

本报7月22日讯 (记者
焦兰清 通讯员 逄玮 胡
军) 7月22日，记者从烟台市
人社局了解到，烟台市2019年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工
作已正式启动，这是烟台市
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15年调
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也
是继2016年之后连续第4年统
一安排、同步调整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

据了解，今年调整养老
金的人员范围是2018年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退
职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退休、退职人员，总体调
整水平为5 . 0 7%，其中企业
5 . 47%，机关事业单位4%。本
次调整共惠及烟台市71万退
休人员，年需资金约12亿元。

在具体调整办法上，继续采
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
当倾斜“三结合”的办法，以
更好满足退休人员预期。其
中：定额调整，主要体现社会
公平，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实行统一标准，按
每人每月增加50元养老金，适
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调整水
平。挂钩调整，主要体现“长
缴多得”“多缴多得”的激励
机制，具体分两部分计算增
加养老金：第一部分，企业和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均按
本人2018年底基本养老金的
1 . 7%挂钩调整；第二部分，根
据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各自
特点，企业与缴费年限阶梯
式挂钩调整，机关事业单位
与职务层级挂钩调整。适当

倾斜，主要是适当提高高龄
退休人员的调整水平，对达
到70岁以上的高龄退休人员，
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的基
础上，再多增加一定数额的
养老金。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
整养老金所需资金，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
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列支；未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原渠道
解决。

目前，烟台市调整退休人
员养老金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中，7月底前将增发及补发的
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1 .定额调整：50元
2 .挂钩调整：
①按本人2018年12月基

本养老金的1 . 7%调整；
②与缴费年限挂钩调整：

企业退休人员根据本人缴费
年限长短，根据本人缴费年限
分段挂钩，对15年(含)以下的
部分，每满1年月增加1 . 5元；16
年以上至25年的部分，每满1年
月增加2元；26年以上至35年的
部分，每满1年月增加2 . 5元；36
年以上至45年的部分，每满1年
月增加3元；46年以上的部分，
每满1年月增加3 . 5元。

3 .适当倾斜：

①2018年12月31日前年满
70周岁不满75周岁、年满75周
岁不满80周岁和年满80周岁
以上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分
别增加15元、30元和60元养老
金。

②对2018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达到70、75和80周岁
的退休人员，分人群再适当倾
斜，其中：正常企业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分别增加290元、190
元和360元；企业一次性补缴
人员每人每月分别增加70元、
60元和120元；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分别增加
20元、80元和80元。

调整的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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