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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公告

徐永康、姜殿伟：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于永泉与徐永康、姜殿伟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2019)烟仲字第108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声明。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内。如到期

不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李青春组成

仲裁庭审理本案。仲裁庭定于选定仲裁员期满后

10日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烟台仲裁委员会莱

阳分会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开庭后第20

日，到本会莱阳办事处领取裁决书，逾期60日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6日

仲裁公告

徐永康、姜殿伟：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于永泉与徐永康、姜殿伟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2019)烟仲字第667号，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

书、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声明。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选定

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内。如到期

不选定仲裁员，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李青春组成

仲裁庭审理本案。仲裁庭定于选定仲裁员期满后

10日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烟台仲裁委员会莱

阳分会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开庭后第20

日，到本会莱阳办事处领取裁决书，逾期60日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6日

仲裁公告

莱阳众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青岛北洋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与莱阳众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莱

阳万融长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工程设计

合同纠纷案(2019)烟仲字第500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仲裁规则、

仲裁员名册、选定仲裁员声明。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选定仲裁员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内。如到期不选定仲裁员，

本会主任指定仲裁员刘生涛组成仲裁庭审理本

案。仲裁庭定于选定仲裁员期满后10日8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烟台仲裁委员会莱阳分会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开庭后第20日，到本会莱阳办

事处领取裁决书，逾期60日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烟台仲裁委员会

2019年11月26日

本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孙峰 )
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始终将群众利
益放在心上，尤其是与广大
农民工兄弟坐在一条板凳
上，烟台市住建局坚持重拳
出击，严厉整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行为，坚决维护其合法
权益。今年以来，烟台市住
建局累计接待各类农民工
投诉4 3 9起，帮助2 4 5 9名农
民工追回工资4319万元。

11月25日，烟台市住建
局对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处理
情况进行了全市通报。经调
查，2018年以来，中国建筑一
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烟
台红星国际广场、利群国际
广场项目，累计发生农民工
讨薪事件50余起。为此，烟台

市住建局多次召开协调会，
并约谈该企业有关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同
时，分别于2018年8月22日、
2019年7月1日、2019年8月16
日，三次致函该公司要求限
期彻底解决拖欠问题，但至
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不
断发生。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市
场秩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
工程建设领域清理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
(烟建行业〔2018〕2号)有关规
定，经研究决定，对中国建
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记录
不良行为一次，列入建筑市
场信用管理黑名单，禁止其
在烟台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承接新的建设工程，直至拖
欠问题彻底解决。若该公司

对红星国际广场、利群国际
广场等项目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仍处置不力，将报请
上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作
出进一步处罚。

下步，烟台市住建局要
求各县市区住建部门切实加
强建筑业企业管理，特别是
对信誉较差的企业实行重点
监控，对存在恶意拖欠行为
的企业坚决给予严厉处罚，
形成有力震慑。同时，要求
各建筑业企业要以中国建
筑一局 (集团 )有限公司为
戒，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
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
相关要求，认真查找本单位
在劳务用工管理、工资支付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迅速进
行整改，确保农民工工资按
时足额发放，保证农民工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烟台市住建局严打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今今年年以以来来，，帮帮22445599名名农农民民工工追追回回工工资资

瑞东·瑞学府营销中心开放活动圆满成功

11月23日，万众翘首以
盼 的 学 承 东 方·瑞 启 南
城——— 瑞东·瑞学府营销中
心绽放港城。瑞东·瑞学府
以一鸣惊人之势，成为烟台
万众瞩目的焦点。现场人潮
涌动，整个营销中心被来宾
的热情包围着。无论是身穿
10米长裙华服的迎宾模特，
还是现场精美的冷餐饮品
都让人眼前一亮。上午 1 0
点，瑞学府领导致辞、“营销
中心开放剪彩仪式”、《开笔
礼》表演等精彩内容接连上
演，在掌声、欢呼声中，现场
来宾切实感受到了瑞学府
的匠心品质和书香气息。

作为活动当天的重头
戏，瑞学府营销中心以大气
的现代化风格和明亮的艺术
气质征服全场来宾，跨界书
吧设计的休闲会客厅，放眼
整个烟台楼市也实属少见，
学府书香气质与近旁新三中
的名校气质交相辉映。

现场人头攒动，在置业
顾问们的热情引领下，瑞学
府大手笔打造的大体量、高
规格沙盘展现在大家面前。

升降式户型单体模式，从纵
向和水平等多个角度、多层
次展示出瑞学府户型亮点
所在。更形象生动的剖析方
式、更贴心的展示方式，让
参观者一目了然。在工作人
员引领下，现场来宾有序地
参观样板间。有了前面的了
解铺垫，智慧户型和精妙设
计让每位来宾称赞不已，激
发了人们对以后学府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贝聿铭曾说：“对于一

个城市来说，最重要的不是
建筑，而是规划。”瑞东·瑞
学府就是一座为教育与生
活规划的学府大宅。一府承
文脉，一席定城芯！瑞东·瑞
学府作为瑞东地产的全新
教育匠作，将重塑教育地产
新格局。

首付8万起，抢占新三
中，建筑面积约80-140㎡，项
目地址：青年路与通林路交
会处(新三中南)，热线电话：
290-9999。

工商银行烟台分行本部全体党员
赴胶东革命纪念馆参观学习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近日，工商银
行烟台分行直属党委组织在职
全体党员分批赴胶东党性教育
基地“胶东革命纪念馆”进行参
观学习。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吴
建勇同志及党委成员姜克才同
志、丛德有同志带领全体党员观
看警示教育视频、走进爱国教育
展厅、回顾党的光辉历程，牢记
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该馆全景展现了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胶东近百年的近
现代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创
业史和改革开放奋斗史，全面
反映胶东革命奋勇争先的精神
特质。党员们观看了胶东革命

历史视频，了解了胶东地区在
抗战时期的苦难历史。在展厅
内，面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全体党员举起右手、握紧拳
头，重温入党誓词，坚定有力的
誓言，表达了时刻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信念和决心。

通过参观学习，全体党员接
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思想得到了升华，灵魂得到了洗
礼，进一步增强了党性修养，提高
了责任意识。本次参观不仅是对
前期主题教育总要求的细化落
实，更是确保全行党员对主题教
育精神的掌握再上新台阶，是对
主题教育学习成果的重要巩固措
施。

通讯员 龚妮

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构筑绿色通道
助力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年以来，烟台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凝聚全局力量全力助
推脱贫攻坚工作。莱阳市簸箕
港村和谭家夼村是以农业为主
的两个贫困村，为尽快解决当
地水资源紧缺、老百姓用水难
的问题，该局组织人员多次深
入村庄查找用水难的突破口，
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10月31日，莱阳簸箕港拦河闸项
目比扶贫审批目标任务提前两
个月完成审批。下一步，烟台市
行政审批局要重点突破莱阳市

五龙峡口段治理工程审批工
作，力争比年初制定的年度任
务目标提前三个月完成，真正
做到为重点项目和扶贫工程开
辟“绿色通道”。

簸箕港拦河闸和五龙峡口
段治理工程扶贫项目的建设，涉
及周围村庄人数达到22 . 5万，灌
溉面积达到10 . 55万亩，灌溉、防
洪等年均效益可达371万元，项
目建成后将极大推动当地实现
脱贫攻坚工作。

通讯员 潘彦燕 王月佳

本报11月25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文小东) 记者
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为加
强全国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
机制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保护能
力，11月20-21日，由国家知识产
权局主办，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承办的“2019全国知识产权
快速维权案件模拟演示活动”在
广州成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7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
维权中心共计100余人参加演示
活动。烟台保护中心经过精心准
备，现场生动展示“刷子”外观设
计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快速维权
过程，实操性和专业性赢得评委
和观众认可和好评，最终荣获全
国十佳优秀奖。

快速维权是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和快维中心的重要职能，

涵盖了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维
权援助等多个领域，是保护中
心和快维中心业务水平和能力
的突出表现。本次模拟活动主
要着眼于创新快速维权业务学
习方式，提升办案质量和效果，
提高维权保护业务水平。烟台
保护中心模拟演示的案件就是
实际工作中受理的7起群体性
侵权案件，保护中心通过快速
协同保护通道在全省范围内协
调转交全部案件，使专利权人
的维权周期大大缩短，合法权
益得到有效维护，该系列案件
之前被列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典型推荐案例。烟台保护中心
凭借本案件现场模拟演示在本
次活动中再获荣誉，体现了中
心快速维权能力的专业性，为
解决全国同类型案件提供了参
考和指导。

中国(烟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荣获“国字号”优秀奖


	J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