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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B02 城事

投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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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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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莱阳市鑫恒达商贸有限

公司的道路运输证丢失，营
运证号：370682315849号，车
辆号牌鲁YC2540(黄)，现予
以声明作废。

烟台华耐立家装饰工程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370682200015310)营业执照
(正副本 )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
莱阳市鑫恒达商贸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莱阳市鑫恒达商贸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 1 3 7 0 6 8 2MA3T9N6W0Q)
经股东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由原200万元减少到20万元，
请相关债务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做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孙丽红 李尚
钧) 记者从海阳市住建局环卫
管理中心了解到，海阳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于2020年12月中
旬点火试运行、发电并网，目前运
行状态平稳，这是烟台第7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BOT模
式，设计日处理垃圾规模500吨，
配置1×500t/d机械炉排炉和一
套9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年
处理生活垃圾约18 . 25万吨，年均
发电量约5502万度，上网电量约

4512万度。
海阳市住建局环卫管理中心

副主任李军表示，项目的运行，从
根本上解决了海阳市生活垃圾填
埋场超负荷运行问题，提高了垃
圾处理的效率与效益，节约了用
土用地。该项目采用了先进的焚
烧工艺、安全高效的烟气净化工
艺，配套了污水处理系统，保证了
废气和废水达标排放。焚烧设施
严格落实环境监管“装、树、联”要
求，坚持开放透明，接受社会监
督，建设“邻利”型生活垃圾焚烧
设施。

烟台市城管局环卫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全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了
74%，还有2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设施正在建设和待建中，建成
后，全市城乡生活垃圾将全部焚
烧利用，实现零填埋。生活垃圾
焚烧项目的建成运行不仅有效
解决了垃圾填埋处理方式带来
的处理能力不足问题，更是大幅
提升了全市生活垃圾末端处置
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水平，生
活垃圾变废为宝，为全市的绿色
发展再添新动力。

烟台第7座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试运行
日处理垃圾500吨,年均发电量约5502万度

高新区首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获批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郭健)

记者从烟台高新区综合管理
部获悉，近日，省科技厅公示
了2020年度省技术创新中心
名单，烟台市三家机构入选，
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牵
头建设的山东省微纳卫星技
术创新中心在列，系高新区首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微纳卫星技术创新中心
通过聚焦微纳卫星产业化面
临的研制成本高、功能密度
低、承载能力弱、数据应用慢

等瓶颈问题，集中攻克了一批
关键技术，形成了综合电子、
测控数传、电源管理等核心产
品。

下一步，烟台高新区科技
创新部将认真贯彻落实强化
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和“补短
板、建优势、强能力”重大决策
部署，不断健全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
新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产
业化机制，为区域现代化经济
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保
障。

农行保税港区支行
优质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2021年元旦清晨，烟台遭
遇极寒天气，农行保税港区支
行客户经理已经在去往烟台
昱安机械修造有限公司的路
上了。

昱安机械主要经营船舶
机械、内燃机配件及金属结构
的制造，2020年年底，企业接
到了一批紧急订单，要求年后
马上开始生产，但由于货款未
能全部回笼，企业资金周转存
在一定困难。烟台农行保税港
区支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
客户推荐了低成本、用款灵活
的抵押e贷产品。为保证企业

尽早启动生产、顺利交付订
单，该行提高业务处理效率，
仅用2天时间就完成了多套房
产抵押手续，并赶在新年第一
天，指导企业在线上完成了贷
款发放。企业会计吴大姐感叹
道：“你们大冷天加班加点帮
我们获得了贷款，为你们的服
务点赞！”

据悉，该行元旦期间主动
放弃休息时间，多方联动，3天
时间共为13家小微企业投放
普惠法人贷款3803万元，有力
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获得客
户的好评。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岁末送健康
30元做男科检查

烟台新安男科医院特推出
“岁末送健康”活动，活动时间为1
月1日-31日。

为了保证看病效果，市科技进
步奖获得者医院普外科微创大咖
孙洪臣主任，宫腹腔镜微创技术大
拿郝宗光主任，国家级科研奖励获
得者李毅海主任，国家实用新型三
项专利获得者刘光耀主任，“山东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李莉主任，
泌尿外科微创手术“一把刀”池继先
主任，市级学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吴美卿主任、男科新锐专家屈衍、孙
承杰、宋智伟……20多位名医领衔
的烟台新安男科医院专家团队亲自
坐诊，为港城市民健康把脉。

为了方便广大市民看病，节
省挂号时间，烟台新安医院先后
开通了公众号、小程序，只要在手
机上轻轻一点，就能挂专家号，而
且原价20元的专家挂号费仅需1
分钱，既省钱更省事。

据了解，本次回馈活动中，30
元的专业男科检查套餐，包含查生

殖感染、前列腺、性功能、包皮包茎
和不育症等五类类男科疾病。要知
道每类套餐平时都是花数百元，现
在仅需30元。此外，还有80元前列
腺肿瘤筛查，绝对是实惠到家了。

活动期间，烟台新安男科医院
对多项先进的特色男科技术，推出
惠民政策：治疗早泄的第二代阴茎
脱细胞生物补片技术援助1000元；
治疗阳痿的TP性细胞激活技术援
助800元；治疗前列腺的ECO前列
腺治疗系统援助200元；治疗泌尿
感染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援助200
元；治疗尖锐湿疣疱疹等性传播疾
病的联合治疗技术援助200元；包皮
手术手术费500元；治疗疝气、腋臭、
痔 疮 的 微
创 手 术 援
助200元。详
情咨 询 电
话：6259333
或 公 众 号
烟台 新 安
男科医院。

公告
烟台市牟平区富苑新城 1 2 、

13、15～20、22、23、25～32号楼各业

主：

受烟台市九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

平区宁海大街725号12、13、15～20、

22、23、25～30号楼；新区大街736号

3 1、3 2号楼的面积进行测绘，现测

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

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1年

1月9日至2021年1月18日在烟台市

牟平区宁海大街725号27号楼物业

办公室公示栏进行测绘成果公示。

我公司恳望各位业主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于公示期内认真核对各

房产的现状、位置、边长数据是否

相符，核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若

在公示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

我公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

测绘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

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

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1年1月9日

烟台市家庭服务业调查启动
调查人员本月起进企入户

本报烟台1月11日讯(记者 杜
晓丹 通讯员 曹文兰) 记者从
烟台市2020年度家庭服务业调查
项目竞争性磋商现场了解到，为及
时掌握家庭服务业相关统计数据，
了解烟台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情况，
为制定和完善家庭服务业政策提
供服务。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将于2021年1月11日启动入
户调查，调查烟台市家庭服务业情
况。

据介绍，烟台被列为全国2020
年度家庭服务业调查城市，此次调

查对促进烟台家庭服务业发展有
重要意义，将为市、省、国家制定促
进家庭服务业发展政策提供真实
可靠的调查数据。此次调查采用往
年其他调查城市先进的经验做法，
通过竞争性磋商引入了第三方家
庭服务业协会开展统计调查工作。

家庭服务业协会将在各县
(市、区)的配合下，对辖区内从事
家庭服务业的“法人单位”“个体
户”，以上门问卷调查的方式全覆
盖完成入户调查工作，之后依托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家庭服务业

调查系统完成填报、审核工作。同
时，调查人员还将在烟台主城区镇
或街道办事处选取部分社区(居委
会)，对600户常住居民中使用家政
服务员的家庭和未使用家政服务
员的家庭完成问卷的填写、录入、
初审工作。

其间，调查人员将统一配备工
作证件开展入户调查，被调查者需
按照自身真实情况进行回答。问卷
中所涉及的所有信息受《中华人民
共和国统计法》保护，调查人员将
对所调查信息进行严格保密。

集中销毁
1月11日，记者从烟台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期，烟台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会同公安机关在烟台市开发区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举
行“昆仑2020”专项行动涉案物品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涉案酒类、玻
璃胶等物品10余吨、价值50余万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姜立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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