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城事 2019年10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钟建军 美编：武春虎 校对：周宣刚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北京搜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二手房部门员工刘

琳 ，因 严 重 违 纪 ，于

2019年9月19日解除劳

动关系。请您于2019年

10月31日前，前来我公

司办理劳动用工解除

事宜，逾期所造成的

的全部后果由本人自

行承担。

北京搜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二手房部门

2019年10月18日

减资公告
栖霞金丰公社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686MA3EQYT208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3 0 0 0万元减少至人

民币850万元。请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4 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

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中平

联系电话：18905391688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旧车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10月

2 8日 9 : 0 0通过中拍平台 ( h t t p s : / /

paimai.caa123 .org.cn)公开拍卖陆巡、奥

迪、别克等旧车8辆，详情参见我公司

公众号。

展示时间及地点：2019年10月24-

25日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竞买登记：1、身份证明(个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营业执照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均加盖公章)；2、保证

金：1万元/辆；3、保证金账户(户名:山

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烟台

银 行 毓 璜 顶 支 行 ，账 号 ：

04530120100000382。)；4、保证金到账

截止时间：2019年10月25日16:00；5、自

行进行网络平台注册并申请参拍。

电话：0535-6203248 13583531666

18605356989

公司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红旗东

路18号台湾村43号楼101

微信公众号：zhh-pm(正和拍卖

在线)

2019年10月18日

本报10月17日讯(记者 范
华栋 通讯员 言芳 倩倩
晓明) 记者从栖霞市委宣传
部获悉，17日，山东栖霞第十八
届苹果艺术节暨庆祝2019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经贸洽谈、项目
推介暨集中签约仪式在栖霞市
行政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齐
鲁泉源“天下果仓”、一带一路
野生动物博物馆及锐翔飞行员
驾驶培训基地等39个重点产业
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300 . 86亿
元。

10月16日，栖霞市体育场
里人潮涌动，充满了丰收的喜
悦，第十八届山东栖霞苹果艺

术节暨庆祝2019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开幕式在这里隆重开幕。
本届苹果艺术节的主题为“欢
庆果农丰收 共创绿色新城”，
旨在弘扬苹果文化，欢庆苹果
丰收，持续打造“苹果之都·绿
色新城”城市品牌，创新推动最
具胶东风情的绿色新城建设，
让“果都”市民共享苹果丰收的
喜悦。本着“务实、喜庆、节俭、
安全”的原则，栖霞市将坚持

“以果为媒、文旅搭台、群众主
体、经贸唱戏”，突出地方特色，
闪亮城市品牌。

经贸洽谈、项目推介暨集
中签约仪式、“栖聚青春·栖霞

籍青年博士故乡行”、栖霞的苹
果熟了——— 中国当代书法邀请
展等十二项丰富多彩的主题活
动陆续开展，全面宣传推介栖
霞苹果，提高栖霞苹果品牌知
名度和影响力，将本届活动办
成全民参与、共庆丰收、共享欢
乐的节日盛典。

据介绍，经贸洽谈、项目推
介暨集中签约仪式系山东栖霞
第十八届苹果艺术节暨庆祝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最后一
项活动。签约项目中，工业制造
类项目24个，总投资36 . 76亿元；
服务业类项目 1 2个，总投资
256 . 3亿元；城市经济体类项目3

个，总投资7 . 8亿元。现场，栖霞
市人民政府还与青岛农业大学
签订了“深化合作共建青岛农
业大学合作社学院烟台分院协
议”。

今年以来，栖霞市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
察烟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
行“走在前列”要求、加快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全面落实
省市“双招双引”大会工作部
署，积极响应，主动作为，秉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立足打造“最具胶东风情的
绿色新城”目标定位，紧紧抓住
苹果艺术节有利时机，深入开

展专业招商推介活动，着力构
建以全龄服务、苹果、高端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
料、电子商务、通用航空等七大
主导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化绿色
经济体系，积累了雄厚的基础，
为栖霞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本次签约项目体现出栖霞
市产业结构正进一步向“高端、
高质、高效”方向迈进。项目全部
建成投产后，将对栖霞市优化工
业经济结构、夯实重点区域发展
基础、促进产业聚集和转型升
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巩固后
续财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方面注入澎湃动力。

山东栖霞第十八届苹果艺术节落幕

3399个个重重点点产产业业项项目目集集中中签签约约

烟烟台台已已带带动动44万万多多名名贫贫困困群群众众实实现现增增收收
2019年烟台统筹资源，实现精准脱贫

强化机制保障，统筹

资源聚力脱贫攻坚

据介绍，脱贫攻坚号角吹
响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脱贫攻坚工作，把脱贫攻坚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重点研究、重点部署、重点
推进。市委书记张术平同志2次
听取脱贫攻坚工作汇报，提出
明确要求；市委常委会议和市
政府常务会议4次专题研究脱
贫攻坚工作；2次召开市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4次召开
全市专题会议部署推进脱贫攻
坚。市委市政府出台打赢脱贫
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意见》，
领导小组45个成员单位分别制
定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形成
了全市“1+45”政策支撑体系。
统筹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 . 67亿元，可经营性产业项目
累计产生收益2600余万元，带
动4万多名贫困群众实现增收。
精准开展动态监测，全市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调整为39316户、

61469人，对488户存在致贫返贫
风险农户即时帮扶。积极开展
公益专岗扶贫，帮助10481名有
一定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实现就
地就近就业。深入推进孝善养
老扶贫，受益贫困老人36628
人，政策覆盖面达97 . 73%。精准
开展贫困户“三洁三亮”庭院清
洁行动，帮助贫困群众修缮房
屋4598户，清理整洁庭院8540
户。持续开展市县扶贫干部驻
镇蹲点，开展驻镇25组、79人
次，走访调研156个村居、551户
贫困户。全市3 . 93万户贫困户
第一、第二帮扶责任人全部及
时调整到位，认真落实“三清三
明六个一”帮扶责任，走访贫困
群众19万人次，贫困群众获得
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

排查全面整改突出问题

建立起省市审计调查发现
问题等3本整改台账，明确责
任，销号管理，目前已全部整改
完成。今年先后开展“万户大走

访大调研”“沉一线全覆盖、抓
整改促落实”主题调研和“践初
心访贫困、沉一线促脱贫”大走
访大调研等3次较大规模调研
活动，实现扶贫工作重点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项目全覆盖，深入推进脱
贫攻坚“回头看”，集中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突出
问题。建立控辍保学动态监测
机制，2584名贫困家庭学生享
受资助政策，618名在校学生纳
入“雨露计划”补助范围，贫困
学生建档资助率100%。全面落
实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机
构减免、医疗救助、医疗商业补
充保险“五重保障”，贫困群众
住院“一站式结算”，个人负担
合规医疗费用不超过5%；逐户
发放贫困人口医保待遇政策

《明白纸》，贫困户家庭医生签
约率100%。改造贫困户危房344
户，逐户核查鉴定贫困户住房
安全情况，鉴定率100%。全面核
查扶贫工作重点村和贫困户饮
水安全情况，核查认定率100%。
全面排查贫困人口享受农村低
保和特困供养情况，新纳入农
村低保1146人，全市贫困人口
享受农村低保、特困供养保障
占比57 . 27%。认真开展反馈问
题排查整改，成立整改督导组
直奔现场督导整改，组织开展
帮扶责任落实“会战月”，举一
反三开展面上问题排查整改。

坚持精准方略，切实

提升脱贫实效

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

更新补录工作，通过信息比对、
民主评议、公示公告等程序，全
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调整为
39316户、61469人。在全市启动
年度扶贫对象动态调整，细致
做好信息采集、更新、录入，建
立健全农村贫困人口即时帮扶
机制，对488户存在致贫返贫风
险农户逐户分析研判，及时纳
入即时帮扶台账，因人因户实
施救助帮扶，有效防范致贫返
贫风险。建立产业扶贫项目3个
阶段、9个步骤、43个具体环节

“3943”建设运营管理规范流程
和86条项目档案规范标准，组
织精干力量对全市703个产业
扶贫项目开展地毯式排查，全
面规范提升产业扶贫项目管
理。截至目前，可经营性产业项
目累计产生收益2600余万元，
带动4万多名贫困群众实现增
收。积极开展公益专岗扶贫，开
发设置村务服务、村庄善治、产
业辅助、家政服务4类公益专
岗。深入推进孝善养老扶贫，鼓
励子女与贫困老人签订赡养协
议，给予赡养费10%-20%资金奖
补，政策覆盖面达97 . 73%。精准
开展贫困户“三洁三亮”庭院清
洁行动，改善贫困群众居住环
境，帮助修缮房屋4598户，清理
整洁庭院8540户。

加强作风建设，营造

脱贫攻坚浓厚氛围

持续开展市县扶贫干部驻
镇蹲点。确定3、4、5、7、9、10月为

“驻镇月”，今年已开展驻镇25
组、79人次，走访调研156个村居、

551户贫困户，在一线发现问题，
即时解决问题，推动扶贫政策落
实落地。机构改革后，各县市区
及时调整优化贫困户第一帮扶
责任人，全市3 . 93万户贫困户第
一、第二帮扶责任人全部及时调
整到位。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烟台市扶
贫办与市纪委监委机关健全落
实违规违纪线索移交联动联办
机制，严肃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和以权谋私等突出问题，以
作风整治倒逼责任落实，确保阳
光扶贫、廉洁扶贫。

离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还
有14个月时间，脱贫攻坚已经
进入决战决胜关键时期。尹鹏
同志表示，要确保2020年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不折
不扣抓好扶贫各项政策举措和
工作落实。

全面加强扶贫对象动态管
理，12月31日前高质量完成扶
贫对象年度动态调整，确保脱
真贫、真脱贫。集中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彻查彻改
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社会救
助、残疾人帮扶、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项目和资金管理使用等7
个方面突出问题；抓好大走访
大调研发现问题核实整改，11
月底所有问题整改实现“清
零”。健全农村贫困人口即时帮
扶机制，即时发现认定临时性
问题的农户，确保稳定脱贫“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实施最严
格的考核评估，树立在全省“保
三争二抢第一”目标，确保脱贫
攻坚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清清理理海海菜菜
记者从烟台市城管局市政养护中心获悉，17日上午，在第一海水浴场，大量

海菜滞留在沙滩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绿带”，工作人员用铁耙、铁叉将海菜集
中装入装载机，然后倒入运输车运走，沙滩也在一点一点恢复着洁净的原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菁 通讯员 王为超 丁淳淳 摄影报道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菁

10月16日，烟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烟台市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举行“10·17扶贫日”暨脱贫攻坚工作烟台新闻发布会。
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办主任尹鹏介绍了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情况,市扶贫办副主任沙声涛介绍了烟台市2019年扶贫日活动总体
安排。

脱贫攻坚是“三大攻坚战”之一。10月17日，是我国第6个扶贫
日，也是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在今年扶贫日期间，烟台市将组
织开展脱贫攻坚集中宣传月、“扶贫专题”主题党日活动、评选表扬

“最美扶贫人”、“走进贫困户、共度扶贫日”、扶贫公益短信推介、健
康扶贫、送文化下乡等13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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