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

明，于2020年12月
15日22时许，在莱

阳市龙旺庄街道办

事处洞仙庄村西李

文江草莓基地捡拾

壹名女婴。请丢失或遗弃该婴的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和证

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

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领，将

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公告

经公安机关证
明，于2017年6月22
日6时许，在龙口市
石良镇下河头村张
进厚家门囗捡拾壹
名男婴。请丢失或遗
弃该婴的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和证明，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领，将被

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公告

经公安机关

证明，于2018年4

月26日，在莱州市

文昌路街道塔埠

村捡拾壹名女婴。

请丢失或遗弃该

婴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

件和证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

领，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公告

经公安机关

证明，于2021年2

月3日5时许，在

莱阳市穴坊镇富

南庄村养殖场捡

拾壹名女婴。请

丢失或遗弃该婴

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和证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

领，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公告

经公安机

关 证 明 ，于

2 0 2 0 年 1 1 月

1 1 日，在龙口

市新嘉街道徐

家庄村邮政快

递大院北土路

旁捡拾壹名男

婴 。请 丢失或

遗弃该婴的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和

证明，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到我院申报核验，逾期无人认

领，将被依法安置。特此公告

烟台市儿童福利院

遗失声明

刘 加 红 身 份 证 号 码

230819197605031415，海洋普通

船 员 证 书 号 码

230819197605036959，保管不当

丢失，特此证明。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让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历史”
“小小一本证，牵动万家心”。莱阳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在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
题处置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为人
先的魄力，走出了一条符合不动产登记的
新路子。

一、破解“困境”，解决“不敢办”难题
一是明责知责，强化思想认识。莱阳市

成立由市领导任组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负
责人为成员的工作专班。

二是并联推进，强势协同攻坚。制定疑
难问题三级集体会商制度，定期集中办公
会审，扫清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置
上的障碍。

三是完善清单，强力跟踪问效。采取
“三诊法”，工作专班成员现场“坐诊”，业务
人员上门“巡诊”，根据梳理出的问题、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集体“会诊”，逐步逐
个予以解决。

二、做好“疏导”，解决“不能办”难题
推行“属地政府+不动产”联合登记办

理、证缴分离、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解决

居民小区建设主体消失、土地手续缺失等
难题。

三、持续“强能”，解决“不会办”难题
一是强学习，提升本领。对工作人员加

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增强工作人员业
务工作水平和技能。

二是勇创新，激活动力。把创新作为解
决不动产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抓手，建立
了“先行登记、并行完善”容缺受理的处遗
工作机制。

三是诚服务，提高效率。在办事大厅安
排工作人员一对一为群众全程帮办，达到

“走进一个门，办完全部事”的目标。

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关

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莱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将在6月底前全面解决这一民
生问题，真正让不动产登记众多历史旧
账变成了“历史”，兑现对社会和群众全
面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郑重
承诺。

(莱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邓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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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王丹 董悦青)

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
限公司烟台车务段获悉，清明小
长假运输圆满收官，4月2日至5
日，烟台车务段发送旅客26 . 37万
人次，4月5日单日发送旅客8 . 74
万人次，创2020年以来单日旅客
发送量新高。

清明假期是春节后首个小长
假，探亲、祭扫、旅游、踏青客流需
求旺盛，铁路假日客流保持高位

运行。清明小长假烟台车务段发
送旅客26 . 37万人次，日均6 . 59万
人次，同比增加19 . 38万人次，增
幅277 . 25%。4月5日发送旅客达
到8 . 74万人次，创下2020年以来
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烟台站、烟
台南站、蓬莱市站等多个火车站
旅客发送量创清明假期运输历史
新高。

今年清明小长假，旅客弥
补春节就地过年的“补偿式”出
行需求得到释放，客流主要以

寻根祭祖、踏青旅游、探亲访友
为主，中短途客流成为假日客
流主力。针对清明假期时间短，
旅客出行目地性强特点，烟台
车务段加开6对省内济南青岛
威海、省外平原方向高峰线旅
客列车，加开济南西-威海1对
周末线旅客列车，为百姓踏青、
祭祖提供便利条件。今年3月12
日开行的“济南东-烟台南”夕
发 朝 至 直 达 列 车 成 为 旅 客首
选，便捷快速的出行模式深受

踏青旅游旅客欢迎。
4月3日清晨，蓬莱市站迎来

首趟“蓬长仙境号”豪华软卧旅
游列车，这是蓬莱市站自开站以
来首次接发普速旅客列车。为做
好“蓬长仙境号”旅游列车的迎
接工作，蓬莱市站优化进出站路
线，增开进出站通道，增派工作
人员在进出站通道做好引导服
务，采取上足人员、开足机器的
措施，提高进出站效率，减少旅
客排队时间。为更好地服务团体

旅客乘车，车站推出专人对接、
专区候车等特色服务，让团体旅
客出行更加便捷。与此同时，车
站联合蓬莱区委相关部门为旅
客举办了极具蓬莱特色的欢迎
仪式，八仙过海、汉服表演等让
人眼前一亮，用心为旅客带来别
样的出行体验。4月7日、9日威海
站还将开行至盐城D45 6 6 / 3、
D4564/5次旅游列车，以延续清
明假日旅游热度，助力省内外旅
游市场尽快复苏。

烟台车务段小长假发送旅客超26万人次，“补偿式”出行需求得释放

单日送客人次创2020年以来新高

拿自动挡驾照开手动挡车，记12分罚1000元

本报烟台4月6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曲文倩)
驾驶机动车时，驾驶员应当

驾驶自己驾驶证载明的准驾
机动车车型，如果驾驶员“跨
级”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
动车，那就是准驾不符。近日，
烟台高速交警支队海阳大队
就查获一起准驾不符的违法
行为。

4月5日10时许，烟台高
速交警支队海阳大队民警在
留格庄收费站北口执勤，一
辆鲁K牌照的皮卡车从收费
站 缓 缓驶出 进 入 民 警 的视
线。民警随即要求驾驶员出
示驾驶证，驾驶员声称没带
驾驶证。

民警通过公安网查询，发
现驾驶员持有C2驾驶证，而其

正在驾驶的皮卡车为手动挡
车辆，明显准驾不符。随后，民
警对驾驶员的行为进行严厉
的批评教育，驾驶员对自己的
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驾驶员准驾不
符的严重违法行为，将面临罚
款1000元、一次性记满12分的
处罚。

缅怀革命先烈

近日，养正小学二年级四班
在烟台山公园烟台抗日烈士纪
念碑前开展“缅怀革命先烈，弘
扬民族精神”为主题的祭扫活
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虔诚祭
奠不朽英魂。

活动现场，同学们穿戴整
齐，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少先
队队旗迎风飘扬，激昂雄壮的少

先队队歌在松柏间回荡。少先队
员们向革命烈士肃立、敬礼，敬
献花篮，全体少先队员面向英雄
纪念碑深深鞠躬、默哀。随后，大
家来到养正林进行了献词，歌颂
和缅怀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奉献
精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林晓华
摄影报道)

应急车道随意停车，俩司机各被罚款200元记6分

本报烟台4月6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刘顺利)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随意

停车，两名驾驶员竟是为了拿
文件。近日，烟台高速交警福
山大队民警巡逻至沈海高速
4 1 7公里处时就发现这样一
幕。

当时两辆车停在应急车

道和行车道之间，车辆后方未
摆放任何警示标志，也未开启
双闪，后方不时有车辆紧急变
道减速通过，情况十分危险。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并做好安
全防护措施。

经询问，其中一辆车的
驾驶员 李 某 准 备 去 青 岛 出
差，但有文件落在了公司，另

一辆车的驾驶员张某前来送
文件。

了解情况后，民警当即就
该行为的危害性对李某和张
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相关规定，对两名驾驶
员各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
6分的处罚。

◎高速行车那些事儿◎
清明小长假
烟台公交平安运送乘客188万人次

本报烟台4月6日讯(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王柯然) 记
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悉，4月3日
至5日，清明小长假期间，烟台公
交集团共投入运力5878台，实发
班次45161个，运营里程98 . 11万
公里，平安运送乘客188 . 12万人
次，圆满完成清明小长假服务保
障工作。

加强运力保障，开通节日专
线。加大途经旅游景点、大型商
场、交通枢纽和陵园公墓线路班
次密度，开通3条免费祭扫专线，
恢复4条旅游线路运行。

组织站点疏导，引导文明安
全乘车。组织专业人员在北马路
汽车站、朝阳和所城老街、烟台
南站、南山公园、龙湖假日酒店、
磁山公园等24处人流密集区安
排疏导人员80余次，督导车辆安
全进出站，引导乘客文明排队、
有序上车、安全乘车。

严格车辆消杀，保障出行安
全。严格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做好场站消毒、车辆通风和
监督乘客佩戴口罩乘车等常态
化疫情防控举措，为市民乘客创
造安全的乘车环境。

头条链接

暖心又感动！蓬莱民警刷视频意外刷到自己

本报烟台4月6日讯 (记者
梁莹莹 通许员 信飞)

记者从烟台高速交警支队蓬
莱大队获悉，4月5日上午，蓬
莱大队民警热心帮助一名老
人更换轮胎，晚上民警休息时
在手机上意外刷到了老人发
表的赞扬的短视频，感到既暖
心又感动。

据了解，5日上午11时10

分许，烟台高速交警蓬莱大队
民警在执勤中收到一位老人
求助，她反映其车内行车电脑
一直报警，但自己不知道哪儿
出了问题，请求民警帮忙查
看。

民警发动车辆后发现是
车辆胎压报警，随后仔细检查
了车辆轮胎，发现车辆右后轮
胎有明显漏气声音。经过查

找，民警发现轮胎被一枚钉子
扎破。为了安全起见,民警取出
备胎并帮老人顺利装上，老人
连声道谢 ,“多亏你们交警帮
助，要不然上了高速可能会遇
到大麻烦,真是太感谢了”。虽
然车辆具备继续行驶条件，但
民警还是嘱咐老人要及时修
补或购买新轮胎，不要长时间
使用备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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