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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遗失声明
兹有乳山城市之光小区 6号楼一单元 1 4 0 2室业主刘彬，身份证号

371083219880330213X，因个人原因编号为W1700696购房合同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议决议，拟存续分立为两个公司，存

续公司为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2800万元。新设公司为威海市德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
元。分立后原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承担，威海市德泰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原本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可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减资公告
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将注册资

本由叁仟万元人民币减资到贰仟捌佰万元人民币，请各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有权向本公司申请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乳山市恒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7月9日

乳山市税务局环保税激励企业绿色发展

“企业走上快速发展
道路，可以说得益于两点，
一是技术支撑，二是政策
扶持。就拿环保税政策来
说，由于我们企业不断探
索技术改造，上新了一系
列脱硫脱硝等先进设备，
实现了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污染物的减排，达到
了‘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
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50%
的，减按50%征收环境保护
税’优惠政策的享受标准。
仅环保税一项，当前就为
企业省出12 . 3万元。” 泰
山石膏(威海)有限公司的
财务负责人戴志明高兴地
说。

据了解，泰山石膏(威

海 ) 有 限 公 司 是 通 过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的新型建材企业，该企
业生产的“泰山”牌系列石
膏板先后荣获“中国环境
标志认证产品”“中国绿色
建材名优品牌”等称号。今
年以来，乳山市税务局税
收专家顾问团队以“学党
史 办实事”为契机，为企
业定制“一户一策”税收解
决方案，主动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针对企业关心的
环境保护税、增值税等最
新优惠政策做详细解答，
精准辅导施策，确保企业
尽享税收政策红利。

“在环保税的激励下，
我们企业加大了资源综合
利用的力度，截至当前，今

年因废渣综合利用，就能
实现节约废渣耕地占用60
亩左右。一方面为环保做
了贡献，另一方面，企业也
因此累计享受到了361万
元的增值税即征即退70%
的优惠政策，这些真金白
银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流
动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
了很大助力，也激发了我
们更大的干劲儿。”谈及环
保税的正向激励作用，戴
志明赞不绝口。

下一步，乳山市税务
局将积极帮助企业享受环
保税等相关税惠政策，充
分发挥税收杠杆的绿色调
节作用，助力企业转型升
级，走绿色发展道路。

(王锋 刘俊洁)

“2021商用车·物流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在济举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朱洪蕾 张雪

7月8日，由法兰克福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中国
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主办，大众报业集团联
合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商用车后市场联盟、运
联智库协办的“2021商用
车·物流产业融合发展论
坛”在济南举办。

出席本次活动的主要
有济南市商务局副局长王
志刚、济南市商务局会展
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姜文
正、济南市商务局会展业
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远海
以及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山东汽车流通协会
会长张鲁晋、中国工业节
能与清洁生产协会、商用
车后市场联盟、山东省汽
车行业协会、山东省汽车

保修设备行业协会、运联
智库、中国重汽集团国际
有限公司等企业、单位的
代表。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
就多个问题进行了沟通。

大众报业集团社委委
员、齐鲁报系党总支书记、
齐鲁晚报总经理张天卫在
致辞中表示，齐鲁晚报此
次与法兰克福(上海)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此次论坛活
动，将为本地重点商用车、
物流及汽配企业，搭建更
为开放的交流平台，也将
更好地赋能汽车产业融合
转型、助推本地企业走出
国门，走向全球。

随后，法兰克福展览
(上海)有限公司展会经理
郑琰、运联研究院研究总
监张琪、山东广安车联蜗
牛平台事业部业务经理王
金磊、山东万通汽车学院
创就业处负责人陈永、山

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总院全钢设计部副部
长李明、卡服邦商用车服
务平台运营总监太洋等先
后就“AMS21展会整体介
绍及商用车领域亮点”、

“中国公路物流大盘推演
&运力趋势判断”、“绿色
高效物流下的商用二手车
解决方案”、“汽车行业人
才交流培养”、“高效降本

助力物流行业发展”、
“卡服邦商用车服务平台”
等多个议题进行了交流讨
论。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
为商用车配件的供销企业
搭建起面对面交流的平台。
另一方面，邀请商用车后市
场巨头企业，为山东当地大
型经销商和维修企业带来
商用车营利项目的产品展
示与技术交流，助力山东地
区商用车经销渠道与修理
企业实现更好的赋能增收。

近日，乳山市教育系
统在综合实践活动基地举
行了歌咏比赛，共有上千
人次上台演唱。

比赛中，10余支参演代
表队各展所长、声情并茂，
以昂扬的姿态，振奋的精神
面貌将《团结就是力量》《祖
国不会忘记》等经典红歌,
通过领唱、混声合唱、歌伴

舞等多种形式，或激情豪
迈、或深情婉转，或催人奋
进，演唱得淋漓尽致，展现
了全市教师热爱党、热爱祖
国的炽热情怀，热烈的氛围
观众备受感染，现场掌声不
断。经过紧张的角逐，决胜
出前三名。西苑中学的《中
国进入新时代》不负众望，
取得了前三甲的喜人成绩。

此次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全
市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
再上新水平，激励全市教师
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国
家、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
激发了全市教职员工的工
作热情，同时也提高了全市
师生勇创新高的信心和动
力！

(姜伟)

西苑中学参加歌咏比赛

掘金新消费赛道，中欧内需成长正在发行中

近日，为帮助投资者
把握新消费投资机遇，中
欧基金推出了拟由资深消
费选股专家郭睿担纲，聚
焦消费赛道的中欧内需成
长混合型基金。根据最新

披露的招募说明，中欧内
需成长的投资目标是通过
精选内需成长主题股票，
在力争控制投资组合风险
的前提下，追求资产净值
的长期稳健增值。

据了解，中欧内需成长
拟任基金经理郭睿兼具消
费行业研究和投资经验，他
长期聚焦消费领域，深入研
究消费产业链、行业和个
股，跨市场投研经验丰富。

近日，威海市发展改
革委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招
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通
知》，着力打造阳光透明、

公平公正诚信的招标投标
领域营商环境。

(杨林青)

威海建立优化招标投标营商环境长效机制

暑期开启前，新苑学校通过班级群、致家长一封信等渠道发布安全预警，假期中又
通过不定期家访、随机电话等方式，提醒家长督促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于晓燕

简讯

本报讯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林靖凯 杨振

国 孙珊) 7月5日17时8
分，在中建五局投资建设
的国家(威海)创新中心，
重达1800吨的钢结构空中
连廊整体提升至128 . 05米
高空的两座塔楼之间，这
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大
突破性进展。

将相当于1200辆小汽
车重量，3层楼高，60多米
长的庞然钢笼设计在标高
115 . 45米到128 . 05米的悬
浮高空，国内鲜有先例，难
度首屈一指。

为达成目标，中建五
局项目团队邀请国内钢结
构协会首席专家先后组织
4次论证，进行了大量研究
与探讨，最终选择“先拼装

再提升”方案，先将钢连
廊在安装位置的下方———
4层楼高裙楼顶板上拼装
成整体后，再利用“超大型
构件液压同步提升技术”
将其整体提升至29层，大

大降低了安装施工难度和
安全风险。

此前，项目进行了上
百次电脑模拟演练，精确
计算每个细节。提升过程
中，整个连廊设50多个应
力应变监测点，由专业团
队对吊点提升同步性、连
廊变形量全过程实时监
控，确保相邻提升点同步
误差控制在10毫米之内。

7月4日10时15分，在
确保结构整体达水平姿态
且在空中悬停16小时无异
常后，连廊正式开始以每
小时4—5米的速度平稳提
升，经过22个小时提升，前
后累计达31小时的严密配
合，两座高148 . 5米的塔楼
最终在128 . 05米高空完美

“牵手”。
该项目采用国家二级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连廊
内有大面积绿色植被、花
园覆盖，两侧为落地中空
玻璃，仰面遥望如一座巨
大花园悬浮岛湾上空。“园

内”设有运动区、阅览室、
休息室及其他公共设施，
可为用户提供绿意盎然的
休闲交流场所。

国家(威海)创新中
心项目是山东省响应国
家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
项目，被列为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5 + 5”十强产
业，项目总投资 2 1 . 3亿
元，总建筑面积27 . 27万
平方米，是集办公、商业
配套、休闲生活为一体的
大型社区，建成后将成为
威海市地标性建筑，成为
培植新经济、新动能、辐
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
创新载体。以此项目为标
志的威海双岛湾科技城
将成为人才集聚高地，打
造威海市智慧中心和创
新源泉，助力威海市实现

“立足山东半岛，以两化
融合为特色的国家级区
域创新中心”的发展目
标。

1800吨、128 . 05米高空：

国家(威海)创新中心1800吨钢廊吊装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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