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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政闻

烟台规划迁移
部分工业聚集区
涉及芝罘、莱山、福山、牟平四个区
本报记者 苗华茂 通讯员 钟绵生 曹诚为

芝罘区：

涉及卧龙芝罘
两大科技园区
烟台市芝罘区只

楚片区及南部新城控规

任务书中所涉及到的规划

片区位于烟台市芝罘区西部
及南部地区，大致分为两部分：

其中只楚片区位于外夹河东

部，西侧与中国烟台(芝罘)科技

工业园(APEC)毗邻，地势平

坦，视线开阔，且临近东部山

体，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片区内

有多个自然村，山体较多，地形

较为复杂，现状基础设施配套

条件较差，市发电厂近期难以

搬迁，空气污染等对建设均有

一定负面影响。

南部新城片区位于青年南

路以东、夹河以北，地处芝罘区

与莱山区交界地段，包含卧龙

科技园区用地，该区域交通便

利，有魁玉路、绕城高速、港城

大街、通世路穿过，是烟台的

“南大门”。因此，整个片区的规

划开发将有力的带动整个烟台

向南发展，给烟台的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契机。

范围：本次控规位于芝罘

区境内，总规划面积约为40平
方公里，分为两部分：1、只楚片
区控规：东至青年南路，西至铁

路线，北至红旗路，南至港城西
大街。规划面积约为：16平方公

里。2、南部新城控规：东至芝罘

区与莱山区区界，西至青年南

路，北至魁玉路，南至夹河。规

划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其
中，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

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

规划局编研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上述两区域重新规划

后，将充分发挥该区域的区位
优势，合理利用区域内的土地和

景观资源，提升区域价值，使该

区域成为功能完善、配套齐全、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城市新区。

莱山区：

绕城高速以北的
工业区将南迁

莱山区涉及到的规划区片
位于莱山区中部，区内土地利

用情况复杂，绕城高速以北部
分为原盛泉工业园用地，以南

区域内有连片建设的莱山经济

开发区及开发一部、二部的工

业区。区域内既有成片工业企
业、新建小区、商贸城，也有尚

未改造开发的村庄建设用地及

农田。区域整体建设缺乏系统

性和秩序，配套市政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严重缺乏。

依据烟台市土地利用调

整规划，绕城高速路以北区

域要逐步改造建设为商业、

服务业、研发、居住等性质，

工业区向南部拓展。同时青

烟威荣城际铁路选线已经明

确，在本区片内沿绕城高速

南侧敷设，烟台南站设于山

海路西侧、曲家庄北侧，将对

周边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产
生很大影响。

范围：东至轸格庄立交桥、

房家等旧村、金斗山等自然山

体西侧，西至山海路和烟乳线

沿线，南至沟莱线，北至轸大

路。总面积26 . 09平方公里。

福山区：

涉及沈海高速南
2600公顷的区域

烟台市福山区城区中心区

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任务书中所涉及到的规划区位
于福山区城市中心区，随着城

市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经济转

型，使福山区城市中心区的居

住、工业、商务、商业娱乐、行政

等多种功能高度混合，土地使

用情况复杂，产权部门交织，建

筑密集，开发建设活跃。

范围：规划设计地块范围
为：沈海高速以南，港城西大街

以北，福海路两侧及河滨路西
侧，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600公顷。

牟平区：

滨海区域内工业
将外迁发展旅游

烟台市牟平区鱼鸟河东、

牟山路西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

任务书中所涉及到的规划区片
位于烟台市牟平区西部，区域

内土地利用情况复杂，既有农村

居民点、新规划小区、商贸城，也

有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众多

企业和许多村镇企业，区域整

体建设水平不高。牟平区作为以

旅游度假为主的重要城市组团，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以牟平区为重点加快五区

融合的意见，引导该区域科学

发展，特编制本规划。

范围：北起烟威一级路，南

到南外环，西至鱼鸟河，东到牟

山路，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382

公顷。

市直城镇退役士兵报到开始，自谋职业者最高补偿3 . 5万元

五成士兵选择自谋职业
本报记者 柳斌 通讯员 王磊

自谋职业

最高补偿3 . 5万元

6日上午10时，记者在民政

局退伍士兵安置办公室看到，前

来报到的退役士兵已经排到了

安置办公室的门外。根据须知，

退役士兵本人需带退伍证、退出

现役行政介绍信、城镇有待安置

证、户口本报到并开落户介绍

信，然后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落

户，办理身份证。

“政府鼓励和支持退役士兵

自谋职业，凡自谋职业的，政府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政策上

的优惠。”安置办公室徐科长介

绍说。根据规定，市直自谋职业
金标准为：退伍义务兵期满2 . 2

万元、一期士官期满3万元、二期

士官期满3 . 5万元。自谋职业者

安置部门不再分配工作，档案由

本人送劳动服务机构管理。自谋

职业者报道后即可填写申请，经
审核批准后领取自谋职业证，并
按通知时间到安置办领取一次

性经济补偿。

据安置办公室徐科长介绍，

我市今年退役士兵的安置待遇

比去年进一步提高，在2009年，我
市市直自谋职业金标准为：退伍

士兵期满2万元，一期士官期满

2 . 3万元，二期士官期满2 . 6万元，

补偿金额分别提高了 1 0 % 、

30 . 4%、34 . 6%。

五成士兵

选择自谋职业

在调查的30多个退役士兵

中十几人表示愿意自谋职业，也
有士兵表示要继续深造，拿到更

高的学历后再找工作，还有不少

士兵持观望态度。

退役兵史云腾是坚持自谋

职业的士兵之一，他今年冬天刚

从南京某部队退役，“具体干什

么还没有想好，我也很想自己锻

炼一下。”史云腾说。

据安置办公室徐科长介绍，

今年全市退役士兵有1000余人，

其中市直退役士兵有400多人。

“根据往年经验，有多半退役士

兵选择自谋职业，少半士兵需要

安置办安置就业。”徐科长说。

安置士兵

将免费培训

“对于不想自谋职业的退役

士兵，安置部门会免费组织培

训，并安置就业。”徐科长说。

据了解，为了提高退役士兵

就业能力，安置部门将针对烟台

市用工需求较多的岗位如电气

焊、车工、钳工、计算机应用等，统

一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培训

的士兵可以直接到安置办报名。

根据安置办规定，需安置部

门安置工作的士兵，将于2011年
3月1日上午9时在烟台市军供站

参加安置会议，并组织免费职业

技能培训。

“由于士兵安置工作比较繁

琐，根据进程，士兵具体工作的

安置将在明年6月份-10月份。”

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

芝罘区今年新增三社区

6580名“村民”变“居民”

本报12月6日讯(记

者 柳斌 通讯员 培

松)“我们以后也是小区

居民了。”日前，世回尧

街道大东社区成立，村里

村民成了名副其实的小

区居民。据了解，芝罘区

今年新增三社区，其中两

社区由农村改造，芝罘区

6580名村民变成居民。

记者从芝罘区新居办

了解到，今年与世回尧街

道大东社区同时成立的还

有幸福街道的鲁峰社区，

两社区分别由大东夼村和

下曲家村改造而成，原大

东夼村2040户村民3444

人、原下曲家村1217户村

民3136人搬到新居民小

区。据介绍，两新社区居民

的户口性质、土地性质、

低保优抚等将纳入城乡统

一管理。“新社区居民的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待时间成

熟后，也将转入新城保。”

新居办孙主任介绍说。

据孙主任介绍，世

回尧街道和幸福街道

已经改造完成 1 1个社

区。“越来越多新社区

改造完成，对推动街道

城市化进程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孙主任介

绍说。

长岛生活垃圾

将实现跨海清运
本报12月6日讯(记

者 孔雨童 通讯员

崇艳 陈悦)北方唯一的

海岛县长岛的生活垃圾

将首次实现跨海清运处

理。日前，长岛县首个生

活垃圾转运站开建。建

成后，日处理垃圾60吨，

可满足10年内人口膨胀

产生的生活垃圾。

长岛县市政管理部门

的专家介绍，2020年，南北

长山岛生活垃圾日均产量

预计达到60吨，现有垃圾

填埋厂无法满足需求。

据了解，新开工的

生活垃圾转运站位于南

长山岛中部，占地面积

14 . 9亩，设计有城市生

活垃圾压缩车间、引桥

等，可日处理垃圾60吨。

建成后，岛内的生活垃圾

从各垃圾收集点汇集到

中转站进行分拣、压缩，

此后通过海运送至烟台

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进行无害化填埋。长岛县

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除

长岛南北岛外，其它岛屿

没有垃圾收集运输车，因

此将逐步为这些岛屿配

置可自动装运卸压缩式

的垃圾收集运输车。

“自此，长岛县生活

垃圾处理将纳入烟台市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中。”

长岛县建设开发办的王

主任表示，生活垃圾的跨

海清运，将大大提升长岛

县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改变垃圾处理的落后

状况，也将为长岛发展旅

游、海水养殖等产业提供

一个更加优质的环境。
长岛干部群众包饺子送老兵。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孙春明 摄

莱山经济开发区规划范围图。

随着近年来烟台城市
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一些
县市区内原有的工业聚集
区的布局逐渐与城市发展
的总体需要不相吻合。6日，

记者从烟台市规划部门获
悉，市规划局编研中心现在
正加紧制定部分行政区内
工业聚集区的调整规划，目
前芝罘、莱山、福山、牟平等
四个区内部分区块控制性

规划方案已初具模型。

12月6日，记者从烟台市
民政局安置部门获悉，2010年
冬季市直城镇退役士兵报到
工作已经开始，市直退伍义务
兵、一期、二期士官可于今日
到市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报
道或申请自谋职业，自谋职业

者可获得2 . 2万元-3 . 5万元的
补助，补偿金额比往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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