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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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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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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莱阳市天时物流有限公司

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运证号：

370682908509号，车辆号牌鲁

FAH059(黄)，现予以声明作废。

莱阳市团旺镇宏达花生种

植购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33706820534486850)公章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

本报烟台10月29日讯(记者
李雯娅) 10月29日，历时三天的中
国·山东国际苹果节落下帷幕，29
日下午3时，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
成果发布会在烟台广电大厦召开。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节会共
签订合约41个，总金额约370亿
元，其中，千万以上大项目29个，
18个项目迈上亿元“俱乐部”，创
下了国内苹果节会新纪录。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推进工作
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吴晨光在发布
会上表示，本次苹果节集中展示
了烟台苹果产业发展成果，更为
全国苹果产业产销对接、学术交
流、科研创新、品牌打造、文化传

承等全产业链搭建起互利共赢、
包容开放的平台，把节会办成了
链接全国苹果产业优势资源、推
动苹果产区交流互鉴的标志性盛
会，办成了人民的节日、文化的盛
会、招商的平台。

引领办会新方向。本次节会
坚持国际标准、世界眼光，不干则
已、干则一流。从效果来看，苹果
节已成为继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之后的烟台市
又一大品牌展会，成为推介烟台
苹果、展示烟台形象的重要窗口。

会展拉动新经济。本次节会
展览面积2万平米，参展展位(折合
标展)904个；参会参展的海内外主
要苹果产区及优质果品地区展团
22个，参展企业353家，客商2118
人；参展及观展人数达5万多人次。
初步统计，仅两天半的时间，节会
鲜果销售103吨，各类鲜果及苗木、

加工产品、农资等全产业链各类
产品成交总额超过1 .66亿元。

产学研招新模式。大会开幕
式上，中国苹果产区联盟与苹果
品牌发展联盟、中国苹果产业协
会加工分会、中华供销合作社济
南果品研究院烟台分院、国际果
汁工业保护协会烟台办事处等行
业内部重要机构集中成立、现场
授牌，进一步捍卫了烟台苹果的
行业地位；18个项目现场签约，将
开幕式推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
本次节会共签订合约41个，总金
额约370亿元，其中，千万以上大项
目29个，18个项目迈上亿元“俱乐
部”，创下了国内苹果节会新纪
录。

汇聚中外新产品。苹果节集
中展示了红富士、维纳斯黄金、王
林等国内常见的苹果品种30多个；
展馆设计了世界苹果展示区，来

自美国、新西兰、智利、日本、南非、
泰国、土耳其、越南等8个国家的13
个苹果品种、4个水果品类等国际
知名产品集中亮相，为广大观展
群众带来视觉和味觉的享受。除
苹果外，还展示了莱阳梨、猕猴桃
等全市名优特农产品及全国各类
农产品34大类，脆片、果酒、果醋等
加工产品20多种。

全面展示新科技。节会期间，
现场观摩了山东苹果·果业产业
技术研究院、烟台苹果脱毒种苗
繁育中心等科研院所和科创平
台，展示了苹果生产各个环节的
大中型农机69台套，展示优质苗
木新品种37种，推广先进节本增
效技术19项。

苹果文化新高度。大会期间
举办了烟台苹果主题摄影作品
展，共收到作品4000幅，评选获奖
作品145幅；举办了“烟台苹果，甜

美中国”绘画展，共收到来自全国
近20个省份、60余个城市和地区的
作品296幅，评选出获奖作品15幅；
举办了中国好苹果大赛，进入决
赛阶段的果农140人，23人获奖。开
展了中国现存最长树龄苹果树、
最高产果园认证，用实物和数据，
直接印证了“烟台苹果之最”。此
外，节会还融入了八仙过海、面
塑、剪纸等胶东特色文化元素，为
广大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据介绍，本次苹果节是对过
去一年来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
果的集中展示，但这次大会并不
是结束，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永远
在路上。10月30日，烟台市委副书
记吴承丙，烟台市副市长崔宗涛
将召集有关部门、单位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明年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重大举措，持续发力推
动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成果发布，签约总金额约370亿元

18个签约项目迈上亿元“俱乐部”

“2020烟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召开

1-9月份，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 . 4%

本报烟台10月29日讯(记者
李雯娅) 10月29日，由烟台

市委宣传部、烟台市政府新闻
办、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
的“2020烟台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新闻发布会暨“新动能·新烟
台——— 云端聚焦制造业创新”全
国媒体烟台采风行启动仪式举
行。

新闻发布会上，烟台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
2020年前三季度烟台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情况。据介绍，近年来，
烟台市抢抓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战略机遇，启动实施了制造业
强市战略，出台了力度空前的支
持政策，制造业规模实力保持全
国、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烟台全市工
信系统坚持疫情防控与工业运
行两手抓两手硬，全力做好工
业企业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努
力保障防疫物资的生产供应，
有序推动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并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统领，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制造
业强市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
各项重点工作，加快制造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步伐，有力保
障了烟台全市工业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1-9月份，烟台全市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 . 4%，好于
全国、全省3 . 2和4 . 5 3个百分
点；工业生产指标持续改善，工
业运行延续回升态势。

发布会后，烟台市委宣传
部、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及
媒体代表共同启动了“新动能·
新烟台——— 云端聚焦制造业创
新”全国媒体烟台采风行活动。

此次采风行活动将通过线
上+线下采访互动的形式，在为
期两天的时间里，记者团前往杰
瑞集团、冰轮智能、正海生物、持
久钟表等10家代表性制造业企
业，深入采访烟台加快制造业创
新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烟台
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
发展的经验成效。

《蓬莱市邱山水库清淤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

蓬莱市邱山水库清淤工程位于蓬

莱市大辛店镇四甲村西，平畅河上游，

本工程实施以清除邱山水库底部泥砂

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发挥水库防洪、灌

溉和供水效益。目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现征求社

会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征求意见稿获取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链接：https :

/ / p a n . b a i d u . c o m / s /

1PfAH9LAYn1qle5MuHEE3rQ，提取

码：59ld)或到建设单位现场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周边3km范围内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

公众意见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

反馈(表链接：http://www.mee.gov.cn

/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 .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蔡志新

联系电话：13708910711

邮箱：plwltzhz@yt.shandong.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蓬莱阁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

减资公告
根据2020年10月27日

股东会决议，装对房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拟减少注册

资本，由5100万元人民币减

少为5000万元人民币，债权

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5615351914

联系人：林志军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

区黄海置地广场四楼401、

402、403、404号

装对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芝罘区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宣讲
千余师生受益

本报烟台10月2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杜颖) 记

者从芝罘区委宣传部获悉，为纪
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传承革命基因，
弘扬英雄精神，9月份以来，芝罘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东山老干部
宣讲团到全区16所学校开展“争
做时代少年 传承红色基因”红
色文化主题宣讲，受益师生达

1000余人。
宣讲老师从抗美援朝前期

背景导入、英雄事迹分享、革命
精神学习这三个方面对抗美援
朝战争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诠释。
宣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要
发扬抗美援朝精神，从小立志当
先锋，传承革命英雄品格，为将
来建设和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
力量。

记者：烟台在工业互联网
发展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动作
呢？

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宏：烟台
发展工业互联网有很好的基
础优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全市拥有包括制造业龙头企
业、信息通信企业、互联网企
业、电信运营商、工业互联网

服务商等独立或联合建设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120多个，既
引进了像腾讯、华为、京东等
综 合 服 务 商 建 设 的 双 跨 平
台，又培育了像橙色云、渤聚
通、恒远智能等一批专注垂
直行业的互联网平台公司，
还有以万华、杰瑞、持久等为
代表的制造企业落地实施了
一批应用场景。下步，我们将

围绕建设先行城市的目标定
位，以提升供给能力和应用
水平为核心，通过建设龙头
引领的产业发展示范区、集
聚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商服
务商、推动一批示范应用等
路径措施，打造国内领先的
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重塑
新常态下烟台工业转型升级
新优势。

新闻问答

本报烟台10月29日讯(记者 李
楠楠)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获悉，
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烟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报考点
(3706)信息确认工作将于2020年11
月2日至9日进行,采用网上确认模
式。

网上确认上传材料时间：2020
年11月2日14:00至11月9日16:00(首
次材料上传开始至截止时间，逾期
不能上传)，审核不通过需要补充材
料的截止时间2020年11月10日14:
00。考生按要求上传材料后，审核结
果一般会在48小时内通过手机短信
反馈考生，请考生关注手机短信并
须及时登录研招网查看审核结果。

咨询电话：0535-2101810。

2021年考研

采用网上确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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