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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分立公告
烟台爱华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7000万元，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将烟台爱华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以存续分立方式分立

为烟台爱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存续)和烟台爱华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新设)及烟台爱华培优发展

有限公司(新设)，分立后烟台爱

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500万元，烟台爱华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3400万元，烟台

爱华培优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100万元。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烟台

开发区天山路35号申报债权，可

以与公司就债务清偿进行协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35-7902318

联系人：郝兆波

地址：烟台开发区天山路35号

烟台爱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3日

注销公告
烟台市芝罘区大智

早教中心 (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号鲁民证

字第FA010284号)，经理

事会决定注销本中心，

并已向当地机关提交注

销申请，请相关债权人

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办理相关债权事

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办

理。

联系人：田佳心

特此公告

烟台市芝罘区大智

早教中心

2019年12月24日

公告
尊敬的烟台万科城业主：

万科城27#30#31#32#33#36#

楼按合同约定于2019年12月31日

前交付，请购买以上楼栋房屋的

业主携带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

书、有效身份证件、合同等资料

原件于2019年12月25日—2019年

12月30日至烟台市开发区宁波路

8号万科城三期北门东侧商铺办

理交付手续，具体通知安排详见

《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如有

疑问，请咨询万科客户关系中

心，电话：4008000002。

逾期未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的，视为我司已完成房屋交付义

务，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迎

您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烟台万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0日

公告
尊敬的万科翡翠湾业主：

万科翡翠湾4#、7#楼按合

同约定于2019年12月31日前具

备交付条件，请购买以上楼栋

房屋的业主携带商品房交付使

用通知书、有效身份证件、合同

等资料原件于 2 0 1 9年 1 2月 2 6

日—2019年12月27日至烟台市

莱山区翠航路66号翡翠湾项目

v-book门前小广场办理交付手

续，具体通知安排详见《商品房

交付使用通知书》，如有疑问，

请咨询万科客户关系中心，电

话4008000002。

逾期未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的，视为我司已完成房屋交付

义务，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

迎您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烟台万盈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4日

烟台市市场监管局晒2019年成绩单并公布2020年工作计划重点

明年力争医药健康产业收入破千亿

今年医药健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预计达900亿元

在2019年，烟台商事制度改
革成效显著。市场监管领域审批
大幅提速，15类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事项压减为10类，食品和机械
装备制造领域发明专利授权周期
由22个月缩短为3个月，实用新
型、外观设计专利由8-9个月缩短
为15-30天。烟台被国务院办公厅
通报表扬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
效显著、落实事中事后监管等相
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好的地方。

质量提升行动扎实推进，标
准化综合改革不断深化。新认定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7家，居全
省首位；新认定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14家，居全省第三位。全市
医药健康产业主营业务收入预计
达到9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被纳入全国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食安烟台”建设扎实推进。全
市1600家食品生产企业全部实行
风险分类监管，90%以上的生产企
业制定了食品安全风险清单，5 . 4
万户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纳入网格
化监管，完成国家、省、市、县四级
食品抽检49739批次，“食安山东”
示范单位达到625个，创建“放心肉
菜示范超市”26家、规范化农贸市
场12家，市区399所中小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工程8月底全部完成，
8100余家餐饮单位实行“明厨亮
灶”。

深入推进“放心消费在烟台”
创建，在全省率先完成12315、
12365等五条热线整合，建起群众
诉求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实行一
个号码管维权，在消费接诉量增
加21 . 8%的情况下，案件回访满意
度提高8个百分点。

肌骨超声将成为减痛新“武器”？
百余名大咖齐聚烟台探讨疼痛领域新进展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李凌峰

伴随疾病而发生的疼痛司空
见惯，很多人甚至将能“忍痛”作
为美德的一种，但有些疼痛其实
可以不必忍也无需忍。在烟台乃
至全国有这样一群专家致力于全
方位“减痛”，让患者更有信心对
抗疾病。

为促进烟台疼痛事业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疼痛医学领域专业
人员学习、交流的平台，12月21日
上午8点半，烟台市医学会疼痛学
分会年会在毓璜顶医院召开。此

次年会邀请来自宁夏、河南、深圳
等地及省内近百名专家学者来烟
交流、分享，从病理和具体操作及
指南最新要求入手，专家们的分
享干货满满。不仅如此，现场还为
毓璜顶医院举行《肌骨超声培训
基地》和《国家973计划筋膜学研
究成果临床培训基地》的挂牌仪
式。

本次会议围绕疼痛领域的新
进展等方向展开。会上，山东省疼
痛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临
床疼痛奠基人宋文阁教授就“退
行性腰椎管狭窄症”的病理及具
体实际操作步骤进行详细讲解，

鼓励广大临床医生树立信心即使
需要反复治疗，只要能让患者避
免开大刀和减痛就该坚持。

近年来，各类癌症发病率增
加，作为与癌症形影相伴的疼痛
已逐渐成为独立影响癌症患者生
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山东省立医
院疼痛科首席专家傅志俭教授从

“癌症的规范化治疗”入手，在此
前“三阶梯止痛”的原则上，提出
应通过快速缓解痛苦来为患者增
加治疗的信心。此外，她还就疼痛
的全程评估、个体化药物应用及
实施微创介入等方向提出了自己
的观点和建议，让与会者收获良

多。
在过去，肌肉和骨骼相关疾

病一般要通过CT、核磁共振、X线
检查来辅助诊断。但近年来研究
证明，利用肌骨超声来诊断肌肉
骨骼系统疾病，能够清晰显示肌
肉、肌腱、韧带、周围神经等浅表
软组织结构及其发生的病变，再
结合相关病史及临床症状大部分
病例可得到准确的超声诊断并通
过介入性操作引导，达到“可视
化”操作，提高穿刺成功率和疗
效。

以此为方向，毓璜顶医院疼
痛科主任李爱芝结合肌骨超声的

临床实践，从实际操作的细节处
入手分享了“超声引导在腰椎的
应用”，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
可。

“超声技术不仅有诊断价值，
在很多情况下超声应该是辅助诊
断或引导有创操作的首选或唯一
必要工具。”李爱芝告诉记者，以此
次会议为契机，烟台毓璜顶医院疼
痛科在接下来几年将重点集中在
肌骨超声领域的发展，在疼痛领域
普及肌骨超声技术在临床疼痛治
疗中的应用是他们的目标，肌骨超
声培训班将会每年举办1-2期，以
期为患者更有效地减痛。

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开展扶贫增殖放流活动

本报讯 近日，烟台市
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在莱阳、
招远、海阳等地成功开展
2019年度扶贫增殖放流活
动。目前，已在21个贫困村放
流苗种8 . 1万尾。

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充分利用中央和省、市渔
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政策，
支持有条件的重点村在区域
内的集体水库、鱼塘等水域
放养鱼苗增加集体收入。在
对全市200个市扶贫工作重
点村精准摸底的基础上，经
过贫困村集体申报、县级摸
底筛选、市级现场复核等环
节，最终确定了在莱阳、招

远、海阳等市的贫困村村集
体水库开展增殖放流。目前，
已在莱阳市沐浴店镇西石河
头村等21个贫困村的360亩
集体水域放流苗种共计8 . 1
万尾，预估3年后约产生20万
元产值，有效增加贫困村村
集体收入。

近年来，烟台市海洋发
展和渔业局主动发挥部门职
能作用，积极克服天气、交通
等困难，深入贫困村放流淡
水渔业苗种共计54万尾，落
实扶贫任务，切实增强贫困
村村集体收入，巩固提升脱
贫成效。

通讯员 李世波 鲁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12月23日，记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烟台市市场
监管局对外公布2019年工作成绩单以及2020年工作计划重
点。今年，烟台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质量提升行动扎实
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取得突破，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将不断提升市场监管一体化、规范化、法治
化、智慧化水平，力争烟台学校食堂“明厨亮灶”率达到
100%，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达到1500家以上，全市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突破8000件。

2020年力争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8000件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烟
台市市场监管局将协调推进好

“证照分离”、优化企业开办、推
进企业注销便利化等改革任
务。全面实行动产抵押登记电
子化，优化动产抵押办理流程，
力争实现抵押登记1个工作日
内完结。

市场监管执法要提升精准
度，着力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
效能，探索消费维权“诉前介
入”工作机制，将消费者满意率
稳定在90%以上，创建省级、市
级、县级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达
到1500家以上。

纵深推进标准化战略，
2020年，重点抓好海洋油气资
源勘探开发装备等领域8项国
家及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芝
罘区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试
点等10项国家级、省级标准化
试点，各类标准制修订数量35
项以上，高标准完成长岛海洋
生态保护和持续发展标准化
示范区项目，争取通过省级验
收。

纵深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继续推进“一县一品”质量提升
行动，打造品牌建设、NQI服务
两大亮点，争取新增中国质量

奖或省长质量奖1个。扎实推进
食药中心药品口岸所创建，争
取实验室扩项15个以上。

纵深推进知识产权强市战
略。争取建成“烟台知识产权信
息统计分析办公自动化系统”，
力争2020年全市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突破8000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力争突破11件，商
标注册1万件，海外知识产权申
请注册量实现较大增长。加快
推进医药产业突破发展。力争
到2020年底，全市医药健康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
元。

将开展使用年限15年以上老旧电梯安全评估

牢牢守住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和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安
全底线。食品安全方面，争取市
县全部通过省级食品安全城市
复审，全市食品安全考核进入
2020年度省政府食品安全考核
A档；完成10家食用农产品批
发市场和65家农贸市场快速检
测室建设；打造和提升改造“明
厨亮灶”餐饮服务单位2000家，
全市餐饮服务单位“明厨亮灶”
率达到50%以上，90%以上学校
食堂实施食品大宗原料集中招
标定点采购，“明厨亮灶”率达

到100%。
药品安全方面，2020年，将

对全市398家疫苗使用单位和
4688家医疗单位进行全覆盖检
查，在全省率先完成4164家药
品零售分级管理工作，对三级
监管1000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对二级
监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2年内
实现全覆盖，一级监管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3年实现全覆盖，探
索建立烟台市化妆品行业协
会。

特种设备安全方面，实行

特种设备全过程、动态化、信
息化管理，电梯应急救援平台
入网电梯年底前要达到20000
台，开展使用年限15年以上老
旧电梯安全评估，全市特种设
备报检定检率达到99%，全面
保障1 0万余台特种设备安全
运行。工业产品安全方面，市
县两级完成辖区内741家成品
油批发和零售单位的100%覆
盖，成品油、车用尿素监督抽
查合格率9 8%以上。对2 6 2家
工业产品获证企业的动态监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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