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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投资贷款

快速放款
当场 1-30万房产易贷

放款 信誉贷汽车质押
快银行有贷款可二次贷款

15552213877

大额资金 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交通、旅游、新能源、矿产冶
金、机械、建材、石化、市政基础设施，
水产、冷链农产品加工等第三产业，轻
松解决资金周转。高薪诚聘地区代表。
电话13965101677

商业栏目

寻求合作
实力资金，全国直投：
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种养殖、高端
制造业等！(高薪诚聘
驻地商务代表一名)
19855105132刘经理

车辆信息

烟台最高价收车
专业评估
上门看车 13506455522

高价收1-5吨货车
13964505346

高价收购各种品牌
二手车
面包车 15853503356

超高价收二手车
18660599999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开锁服务

租售福山区福海路商
业网点房，大、小型卖
场、办公室、仓库等。
电话：2132169 2132179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遗失声明

●莱阳市顺盛物流有限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909933号，车辆号牌鲁

FW5339(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才盛运输有限公司的

道 路 运输证 丢失，营 运 证 号 ：

370682909866号，车辆号牌鲁

FBC737(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大通运输有限公司的

道 路 运输证 丢失，营 运 证 号 ：

370682314116号，车辆号牌鲁

F A M 9 7 6 ( 黄 ) ；营 运 证 号 ：

370682314117号，车辆号牌鲁

YC959挂(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邦尼畜牧养殖服务有

限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

证号：370682907912号，车辆号牌

鲁FAR819(黄)，现予以声明作

废。

山东中兴蓬莱电厂500千伏送出工程
等5项500kV输变电工程环境影响公示
山东中兴蓬莱电厂500千伏送出工程

等5项500kV输变电工程包含山东中兴蓬莱
电厂5 0 0千伏送出工程、山东罗峰(招远)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山东罗峰(招远)500
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山东光州
500千伏变电站3号主变扩建工程和山东栖
霞500千伏变电站4号主变扩建工程共5项
输变电工程。

上述项目的站址和线路均位于烟台市境
内。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版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登录建设单位-国网山东省电力
公司(http://www.sd.sgcc.com.cn)下载环境
影响报告书。可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
市经二路150号)申请查阅纸版报告书，也可
到环评编制单位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
司(济南市闵子骞路106号)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范围

公众意见征求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变电站(开关站)周围及线路沿线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参与征求
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可 登 录 国 网 山 东省电 力 公 司

(http://www.sd.sgcc.com.cn)下载填写公
众意见表。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保护的意见，可填

写公众意见表并发送给建设单位，邮箱为：
zjnjyy0531@163 .com，电话：0531-67622283，
联系人：张工。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对本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自公

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2020年9月11日

公 告
烟台宏升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欠缴社会

保险费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责令限期缴纳社

会保险费通知书 (烟社稽

通字[2020]第56号)，自公告

起60日内来烟台市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稽核科领取通

知书，逾期视为送达。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2020年9月9日

联系人：姜宇

联系地址：烟台市社会保

险服务中心

电话：6632131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通知书

出租
中国银行龙

口支行现有闲置
资产一处，位于
龙口市花木兰街
388号，闲置资产
主 要 为 办 公 楼
7—19层，尚未装
修，现对该闲置
资产对外招租，
租金面议。

联 系 电 话 ：

8518787 8518789

本报烟台9月10日迅(记者 杜
晓丹 通讯员 薛云鹏 张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烟台
市农业农村局获悉，9日，由中国果
品流通协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果
业品牌大会暨亚洲果蔬产业大会
在广东佛山举行。会上发布了

《2020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结果》，排名前50的区域公用品牌
中，烟台共有4个上榜，其中，烟台
苹果、栖霞苹果品牌价值分别达到
了145 .05亿元、66 .31亿元。烟台苹
果连续12年登顶中国果品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榜，向市场释放了烟
台坚定不移推进品牌引领实现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信号。

烟台苹果是烟台的亮丽名片，
而提高这张“农”字牌名片含金量
的关键一招便是高品质、打品牌。
多年来，烟台农业农村部门不断加
强苹果品牌建设，先后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苹果产业提质升级的
意见》《烟台苹果品牌战略规划》，
加之适时推出120万亩老龄低效果
园更新改造计划，稳扎稳打，强化

了果农的品质意识，有了好果，也
为卖好果打下了基础。如今，有着
百余年历史的烟台苹果“身价”实
现11连增，品牌价值从2009年初次
公布的80 . 97亿元，到2014年突破
百亿大关，达到101 . 05亿元；而在
2015年全新的烟台苹果品牌符号
引领下，烟台苹果品牌价值强势增
长，2015年105 . 86亿元，2016年
126 . 01亿元，2017年131 . 95亿元，
2018年137 . 39亿元，2019年141 . 48
亿元，到如今的145.05亿元。

精准深度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2019年，烟台苹果栽培面积
282万亩，产量约568 . 2万吨；销售
收入过亿元的果品龙头企业48
家；产品出口到东盟、日本、欧盟
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烟台
仍在加快品种创新、技术创新、装
备创新，通过组建苹果自主创新
高效育种技术团队，培育“早中
晚、红黄绿、甜香脆、名优特”新品
种和抗重茬能力强的新砧木，加
快新品种推广步伐，用新品种、新
风味抢占中高端市场。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疫情之下，危与机并存。立足

“果业强、果乡美、果农富”，谱写乡
村振兴烟台篇章这一目标，烟台无
论从老旧品种到新品种升级，还是
从老旧管理模式到新技术示范推
广，又或是从经销鲜果到果品深加
工，推进产业与休闲观光、乡村振
兴深度融合，拉长产业链和价值链
等，烟台苹果产业升级的步伐一个
接一个。电商领域，无论是电商平
台还是直播带货，烟台苹果经营者
敢于尝试，今年以来，全市线上销
售36.48万吨，同比增加24%。

烟台免套袋苹果的示范推广立
竿见影。莱州市琅琊岭小龙农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景波介
绍，经过4年多的摸索，合作社已完
全掌握苹果免套袋技术。早在今年7
月，合作社800亩苹果所产的2500吨
免套袋苹果已销售一空。“不套袋苹
果光照时间长，更易积累糖分，香气
浓郁。我们今年售价最高可达12元
每斤，今年均价在3.5元左右。”王景
波说，好苹果，不愁卖。

精细化管理、深加工产品不
断丰富烟台苹果引领市场潮流。

“我们的‘BSD’高端苹果，每盒12
个苹果，按苹果规格分299元、199
元和99元三个价位。”栖霞博士达
集团董事长张朋义说，严格把控
质量关，高端化、精细化已成为企
业核心竞争力。烟台中泉食品有
限公司将目光聚焦在苹果深加工
上，目前，该公司苹果脆片、果粒、
果脯、酵素、果酒等产品成为新的
销售热点，每年可加工鲜果5万吨，
出口到东南亚、中东和西欧等地

区，为烟台苹果产业探索高质量
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烟台中泉
食品有限公司积极融入直播带货
经济，邀请知名主播团队进行直
播带货，一小时最高带货量可达
500多万元，3次直播带货销售额高
达2000万元。“一个小苹果做出了
大文章、大产业，苹果作为乡村振
兴的富民产业，我们正积极打造

‘天下果仓’，希望以自身行动，带
动广大果农向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实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该公司董事长姜延泉说道。

烟台苹果蝉联中国果业第一品牌
品牌价值145 . 05亿元，连续12年登顶实现“身价”11连增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治好性功能障碍，患者少走弯路
许多早泄患者在治疗时往往

走上了弯路：要么自己治疗，要么
去了非专业的男科医院，结果可
想而知：遭了罪，花了钱，费了时
间，早泄问题却没有解决。碰了
头，才知道应该到烟台新安男科
医院这样的专业男科医院。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早泄
总有解决的办法，更棘手的是患
者盲目治疗，人为地增加治疗难

度。”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性功能
障碍专家贾主任指出，早泄患者
如果及时接受专业的治疗，凭现
在医疗技术，一般都能达到治疗
效果。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专业男
科医院，不仅有专业的检查设
备，更有专业的治疗技术，这是
个人和非专业男科医院所缺乏
的。就拿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来

说，专门治疗早泄等性功能障碍
近 2 0 年，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人类男科疾病专业诊疗
规范”建立的“国际标准男性生
殖实验室”和山东省艾滋病筛查
实验室，配备有多普勒阴茎血流
探测仪、性功能司法鉴定指定仪
器NPT男性性功能动态诊断检
测系统、AIO定位检测系统、神
经电生理检查系统、性功能检测

仪器等数十项尖端性功能检验
设备，由资深检验师操作，检验
水平全省都有名。

在早泄等性功能的治疗技
术方面，烟台新安男科医院更是
拥有很多在国内都鲜有的技术
或是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特色技
术，如CAO-ICI奥捷特性功能
康复技术、TP性细胞激活术、三
维性功能障碍康复治疗系统、无

创治疗阳痿早泄的PT新技术、
第二代脱细胞生物补片延时技
术等数十项前沿技术，代表当前
国内外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水平。

“金秋9月收获健康”，烟台新
安男科医院网上挂号仅需1元，每
种男科疾病检查套餐仅需30元，
尖端男科技术援助最高1000元。
咨询电话：6259333。

9日，第六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在广东佛山举行，会上发布了发布《2020果品区

域品牌价值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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