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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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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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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名大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营 运 证 号 ：

370682907078号，车辆号牌鲁AG001

(黄)；营运证号：370682907079号，车辆

号牌鲁BN66挂 (黄 )，现予以声明作

废。

贾培朋山东经济学院毕业证书

不 慎 遗 失 ， 证 书 编 号 ：

104565201205000255(成人高等教育会

计学本科)，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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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正

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姚 河 身 份 证 号 码

231003196602280311海洋渔业船员，证

书号码231003196602287X99保管不当

丢失，特此证明。

李 新 平 身 份 证 号 码

370687198710305212，远洋电机员职务

证书号码370687198710308589，保管不

当丢失，特此证明

李 纯 东 身 份 证 号 码

370681198112248010海洋渔业船员，证

书号码37068119811224X2X9保管不当

丢失，特此证明。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对道路交通违法嫌疑人拟作出处罚决定告知的公告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

交通警察支队现有2 1 6起工

作中依法查处的交通违法行

为，因道路交通违法嫌疑人

未在法定期限内接受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

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依据进行告知，

具体交通违法明细，请查询

互联网烟台市公安局网站

(http ://gaj .yantai .gov.cn/)或

烟 台 高 速 交 警 网 站

(www.ytgsjj.gov.cn)。

违法嫌疑人有权进行陈

述和申辩，请违法嫌疑人自

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到烟台

高速交警支队相关大队陈述

和申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

规定，对违法嫌疑人拟作出

吊销驾驶证和2000元以上(包

含本数)罚款处罚，违法嫌疑

人有权要求听证。如果要求

听证，违法嫌疑人应在被告

知后三日内向烟台市公安局

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业务

指导大队提出，逾期视为放

弃听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

日内违法嫌疑人未提出陈述

和申辩，且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日内未向烟台市公安

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业

务指导大队提出听证申请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

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4月2日

公示
尊敬的书友朋友：
您好！
因合同到期，位于烟台市

莱山区永旺购物中心的京广
书城将于2021年4月30日退店
关闭，衷心感谢各位读者多年
来对本店的理解与支持。

自2021年5月1日起，我店
发行的所有会员卡、储值卡等
均可到京广·尚悦(烟台梦乐城
店)继续使用，您依然可享受各
项会员服务。

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门店地址：山东省烟台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120号
永旺梦乐城烟台金沙滩购物
中心3层NO. 337京广·尚悦

客服电话：400-011-9787
联系人：尹女士
山东京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莱山分公司
2021年3月25日

高薪诚聘
1、招标代理部

经理，十年以上招标

工作经验。

2、市场开发部

经理，十年以上市场

开发工作经验。

公司名称：龙达

恒信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烟台公司

地址：烟台市莱

山区桐林路10号

联系人：高先生

电话：18453168899

本报讯 日前，《烟台市安全
生产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印发，对举报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和瞒报、谎
报事故，经核查属实的，最高奖励
50万元。

《办法》规定，任何单位、组织
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有权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安委会办公
室)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非法
违法行为和瞒报、谎报事故。鼓励
生产经营建设一线的从业人员积
极举报身边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和非法违法行为。
举报人可以通过安全生产举

报投诉特服电话“12350”，或者以
书信、电子邮件、微信、传真、走访
等方式举报。举报事项应当客观
真实，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
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借举
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
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依法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对举报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非法违法行为和瞒报、谎报事
故，经核查属实的，按规定对有

功的实名举报人给予现金奖励。
举报一般事故隐患的，奖励500
元至5000元；举报重大事故隐
患、非法违法行为的，奖励金额
按照行政处罚金额的50%计算，
最低奖励5000元，最高不超过50
万元。对举报瞒报、谎报事故的，
按照最终确认的事故等级和查
实举报的瞒报谎报死亡人数给
予奖励。一般事故按每查实瞒报
谎报1人奖励3万元计算；较大事
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奖励4
万元计算；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
报谎报1人奖励5万元计算；特别

重大事故按每查实瞒报谎报1人
奖励6万元计算。最高奖励不超
过30万元。事故隐患和瞒报、谎
报事故的判定标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办法》要求，各级安委会
办公室应设立安全生产举报受
理中心，负责受理安全生产举
报，统筹做好举报奖励工作。举
报受理中心接到举报后，移送负
有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核查和
依法处理；有关部门核查后，应
及时向受理中心反馈核查情况。
经核查属实的，由举报受理中心

按规定对有功的实名举报人员
给予奖励。举报受理、核查等事
项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
保密制度，妥善保管和使用举
报材料，不得私自摘抄、复制、
扣压、销毁 ;不得以任何方式泄
漏举报人的姓名、住址、电话、有
关案情及接受奖励等情况;核实
情况时，不得暴露举报人的身份;
对匿名的举报书信及材料，不得
鉴定笔迹。

据悉,《烟台市安全生产举报
奖励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
效期至2024年5月27日。

烟台出台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

举报安全隐患最高奖励50万元

山东纳税人满意度烟台排第二
由能办到办好，烟台打造全国一流税收营商环境

本报烟台4月1日讯(记者 李
雯娅) 4月1日，烟台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邀请烟台市税务局相关
负责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
总局烟台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
济师冯世洲介绍了烟台市税务局
2020年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情况及2021年“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相关举措。据介绍，在
山东省纳税人满意度调查中，烟台
市成绩位列第2名。

落实减税降费，提振发展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烟台市税务
局集中梳理18项税收优惠政策，全年
新增减税降费61.7亿元，办理出口退
(免)税119.1亿元，为全市279户重点物
资保障企业办理留抵退税16.7亿元，

服务“六稳”“六保”大局成效显著。
拓展“非接触式”办税，构建服务

新生态。全市共设立自助办税厅、智
能微厅81处，打造中心城区“十分钟”
办税圈、自贸区“五分钟”办税圈；“非
接触式”办税缴费范围拓展至214项，

“非接触式”办税比例达到98%。
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效能。

同步优化“线上”和“线下”两种办税
缴费方式；进一步简并税费申报，
75%以上税费事项能够做到即时办
结；推行减免退税“先批后审”“批审
分离”模式，实现最快6小时到账。

定制个性化服务，满足多元需
求。推行税收专家顾问制度，满足
企业个性化需求。通过“鲁税通”征
纳互动平台覆盖19 . 1万户企业。通

过“银税互动”向银行推送企业
10569户，授信总额度29亿元，实际
发放贷款21亿元，为推进中小企业
复工复产按下“加速键”。

2021年的“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山东省税务局推出10大类30项
100条具体措施，烟台又结合实际创
新、细化了16条具有烟台地方特色
的服务措施，确保每条举措接地气、
好落实、快见效。为做好2021年的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烟台税务部
门制定了《“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
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实施方
案》，推进税费服务由“能办”到“办
好”，由“满意”到“非常满意”的两个
转变，努力打造纳税人“非常满意”
的全国一流税收营商环境。

召开视频培训会议

3月26日，烟台市市场监管
局召开全市特种设备安全警示
教育及法律法规培训视频会
议，开展全市特种设备事故警
示教育，推动全市特种设备安
全整治活动深入开展。

(通讯员 金鹏)

提升“精准化”水平

今年，烟台市特检院稳步
实施起重机械检验质量治理，
全面提高检验质量，扎实履行
基层职责，不断提高精准化检
验水平。

(通讯员 金鹏)

特检快讯

本报烟台4月1日讯(记者 张
菁) 3月31日,阳光明媚、春意盎然,
在烟台沁水河畔,水文主题公园开
放仪式暨水文生态文明林植树活动
正式启动，这是烟台第一个也是目
前唯一一个水文主题的开放公园。
烟台市文明办、烟台市牟平区政府、
烟台市水文局、牟平区文明办、滨州
医学院、烟台大学、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烟台融媒中心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出席了本次活动，与百余名市民、
志愿者一起种下百余棵树木，共同
见证水文主题公园正式开放。

水文主题公园，是烟台市水文
局与牟平区人民政府联合打造的一
处免费向市民开放的生态休闲景观
公园，占地3000多平米，涵盖水生态

知识科普、水情教育、传统文化宣
传、市民休闲娱乐等功能，致力于建
设成为践行绿色发展、共建生态文
明的宣传主阵地和广大市民休闲
放松、享受绿色的城市后花园。

牟平区副区长孙辉在开放仪
式上介绍，水文主题公园和水文生
态文明林，不仅给牟平市民打造了
一处休闲观光的风景区，更为牟平
增添了一处弘扬和传播生态文明
的示范区。牟平区政府将全力支持
与配合，同烟台水文一道，携手并
肩，共同将这一阵地建设好、维护
好、利用好，努力打造文明创建的
精品工程、示范工程。

烟台市水文局党委书记、局长
衣学军表示，近年来水文行业积极

探索水文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式方法，围绕城市水文建设、海绵城
市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河长制
湖长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打造了
诸如水文主题公园、“绿水青山·巡河
有我”水文志愿巡河活动、乡村振兴
水文管家、蓬莱文旅城市水文等项
目，在沁水河的上游就设有沁水河城
市水文站，一个美丽的三叶草造型，
不仅美化了周围环境，也起到了监测
水文数据、保护水生态等重要作用。

活动中，烟台市水文局准备了
樱花、石榴、榆叶梅、海棠、银杏等
绿化观赏苗木，相关负责人与市
民、志愿者们一同拿起铁锨、水桶
等工具植树，与大家一起为水文主
题公园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烟台首个水文主题公园正式开放
百余人现场植树共建生态家园

芝罘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本报烟台4月1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邵鹏

飞) 记者从烟台市芝罘区
市场监管局获悉，为突出全
区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
作实效，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防线。近日，芝罘区召开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小饭桌”三
大安全专班工作部署会议，
对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全面推动
安全生产监管整治工作高效
有序开展。

落实食品药品严抓严管。
芝罘区建立了食品药品安全
专班，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
成严丝合缝的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格局，对于风险隐患较
大、屡教不改的经营单位，坚

决依法予以处理，持续强化严
抓严管的高压态势。

强化风险意识，绷紧特
种设备安全弦。针对特种设
备监管量大、面广、专业性
强，潜在的风险隐患多的客
观实际，芝罘区将继续加大
对未注册登记设备的排查，
用心用力开展好隐患摸排整
治工作，“整改一处、销号一
处”，实现闭环管理。

明确整改方向，聚焦“小
饭桌”专项整治。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小饭桌整治工作
已初见成效，芝罘区将结合前
期摸排整治情况，加大整治力
度，严格按照“疏堵结合、分类
治理”的原则，重点开展好剩
余问题整改和联合取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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