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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3今日烟台

东部新区

建设历程 1
2012年2月2日，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在

烟台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中提到，“呼
应‘蓝区’建设，高起点、大力度规划发展东
部高技术海洋经济新区，使之尽快形成规
模、树起形象，带动中心城市向东拓展。”

2012年6月5日，东部新区建设指挥部成立
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也是加快东部新区建设的
一次动员部署会议。会上提出，要把新区建设
作为蓝区建设的“一号工程”。

2012年9月26日上午，烟台市举行东部
新区开发建设推进大会暨指挥部办公室揭
牌仪式，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东部新区开
发建设进入到新的阶段。东部新区已列入国
家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

2013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七，继去年春
节、今年元旦之后，市委书记张江汀第三次在
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来到东部新区调研、检查指
导工作。

2013年3月12日，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在全市
“工作落实年”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八突破”
“八落实”，“八突破”中第一条就是发掘滨海优势，在
蓝区建设上实现突破。要求东部海洋经济新区以金
山港区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等方面
加大力度、强势推进，确保快树形象、早见效益。

3月20日，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工程现场，工人站在泥浆
里施工，非常辛苦。 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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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一号工程的“士兵突击”
东部新区被定义为蓝区建设“一号工程”，目前正 起步成势

3月12日，全市“工
作落实年”动员大会
召开，会上传递出的
信息让每个人都为之
振奋，“将所有精力聚
焦到干事业上”的声
音更是彰显了市委市
政府抓落实的决心。

“工作落实年”将会为
烟台的经济发展进一
步累积正能量，烟台
的社会面貌也必将发
生更大的变化。为此，
本报推出“工作落实
年·烟台冲锋号”系列
报道，用我们的笔和
镜头为您记录烟台如
何蜕变成一个更加美
丽 宜 居 的 现 代 化 城
市。

作为构建“一极
领先、多极崛起”发展
新格局的重中之重，
东部海洋经济新区是
市委、市政府立足实
际，抢抓“蓝、黄、高”
三大战略机遇作出的
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自2012年初首次
提出“东部新区”这个
名词到现在，新区建
设倾注了全市上下的
心血。现在新区建设
到什么程度？起步区
的“三大工程”进展咋
样？东部新城的建设
又 让 多 少 人 牵 挂 在
心？“工作落实年·烟
台冲锋号”系列报道
首篇推出烟台一号工
程的“士兵突击”。

□本报记者 张琪 李大鹏

从2012年初烟台市
召开的第十二次党代会
开 始 ，一 个 全 新 的 名
词———“东部新区”在烟
台被叫响了。这个被赋
予了“核心”、“龙头”和

“高地”的名字，市领导
几乎是逢会必讲、每天
必问。因为这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都是烟台
市的“一号工程”。

东部新区应运而生

烟台市的滨海路宛如一条巨
龙，沿着烟台的海岸线，将烟台的
芝罘、莱山、高新和牟平几区串联
起来。沿着滨海路一路向东，除了
映入眼帘的海洋元素和旖旎风光
外，更触动人心的是一场大干快
干的发展场景，这片烟台人都熟
知的区域，就是烟台东部高技术
海洋经济新区。

为了抢抓国家战略机遇，进
一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烟台市
亟需一个突破的方向和抓手，东
部新区由此应运而生。在2012年初
召开的烟台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上，明确提出要把东部新区建设
作为全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
中之重的“一号工程”。

“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实现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一至两年
起步成势，三至四年快步成形，
五至六年健步成城”的总体目
标，尽快在烟台东部崛起一座
海洋经济新城。”东部新区指挥

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市领导连续三次调研

3月12日召开的全市工作落实
年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张江汀
提出了“八个突破”，首要突破就
是发掘滨海优势，在蓝区建设上
实现突破。而作为一极领先的东
部新区来说，其首要任务是以金
山港区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
和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力度。

3月9日，牟平区召开加快烟台
东部新区起步区开发建设誓师大
会。会上牟平区委书记王中说，市
委张江汀书记对东部新区建设倾
注了很大心血，几乎逢会必讲、每
天必问，反复要求快字当头、好字
优先、大干快上。

据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
张书记去年春节后上班第一
天就到东部新区起步区调研，
今年元旦和春节两次节后上
班第一天又到东部新区起步
区调研，市委主要领导在这么
短的时间里，三次就同一件事

亲自实地调研，实属少有。

板房指挥部神秘又踏实

3月20日8点40分，记者一行驱
车从莱山区沿滨海路驶往东部新
区。

在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工地
旁，有一处很不显眼的板房，仔细
一看，门口挂着写有“烟台东部海
洋经济新区建设指挥部”的白底
黑字牌子，这里就是东部新区建
设发号施令的“大脑”。

指挥部里一位叫高崇的边防
协警正在值班，他说，指挥部的主
要工作人员都去施工现场或者参
加调度会议了，剩下的人寥寥无
几，隔段时间便有会有市里领导
来指挥部视察。

今年3月6日，东部新区指挥
部副总指挥兼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牟平区委书记王中，就是在这
些简易板房内，主持召开了东部
新区指挥部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
和牟平区级领导班子成员第一次
联席会议。

格新城梦

一群烟台人的东部新城梦

一座城，一座产业新兴的
新城。

一个梦，一个烟台人的新
城梦。

身为烟台人的尤海朋打心
眼里高兴，因为他的新城梦已
经逐渐变为现实，而且愈加清
晰起来。尤海朋的新城梦，就是
正在起步建设的东部新区，也
是他将来生活的依托。

35年前，尤海朋出生在牟平
区姜格庄镇林北村。35年后，他
却不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只有
在周末的时候，他会从福山区
跨越大半个烟台市区，回老家
看看。

可是从去年开始，随着烟
台市东部新区开发建设的启

动，他的内心有了一次次的萌
动。驾车从滨海路一路向东，一
天一个模样的滨海新貌让他停
下了脚步，他时常会在回家路
上停下车，看看路边的规划，探
探施工的现场。

“现在看真是一天一个样，
早早发展起来，对我们老百姓
有好处”。说起东部新区的建
设，尤海朋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他的家正好处于东部新区的起
步之地金山港区。

尤海朋说，没事的时候经常
上上网，买份报纸看看，关于东
部新区的报道他看得十分起劲，
他说“力度很大，动作挺快”。

早在前几年，工作在福山
区的尤海朋就有了一个想法，

想回老家去发展，如今这个想
法更强烈了，因为老家现在正
在大变样，东部一座新城正在
崛起。

跟尤海朋有类似想法的人
还有很多。小李，今年在烟台高
新区买了一处房产。在很多人，
包括他自己看来，房产距离市
中心区路途遥远，生活不便。这
次买房的经历总让他心里有些
疙疙瘩瘩。

但是，很快小李就转过弯
儿来了。因为，他觉得将来随着
东部新区发展，这里必将是一
块宝地，几年以后东部将会崛
起一座新城。将来，不管是基础
设施还是生活便利度，绝对不
会比市中心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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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起步区金山港：

将崛起200米高地标建筑
牟平全区精力

放在起步建设上
烟台市牟平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

说，金山港区地理位置优越，相对莱
山、芝罘等地，这里还是一块尚未开垦
的“处女地”。西起沁水河，东至汉河东
岸，南到荣乌高速—成龙线，总用地面
积约40平方公里，其中可供开发建设
的用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

作为东部新区发展的桥头堡，金
山港区将更加突出高技术海洋经济特
色，重点培育商务文化旅游，海洋生物
及医药、海洋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成
为新兴产业集聚区。

在金山港滨海旅游商务区路网及
配套工程示意图上，对自来水管道、路
灯、绿化等标明了详尽的进度计划。其
中，滨海东路南侧人行道及排水工程
已经完工，规划1号路道路及排水工程
预计今年10月完工，烟霞大街道路、东
环北路道路、振海路道路及各自排水
工程预计今年年底竣工。

“白加黑”“五加二”

大年初一没停工
3月20日早上，一场春雪降临烟

台大地，虽已是春分时节，但料峭的
寒风还是让人忍不住瑟瑟发抖。

沿着滨海路一路向东，关于东
部新区的元素不时跃入视线，宣传
标语渲染力度十足，“脱皮掉肉不喊
累，定把新区建设好”……

在东部新区海洋产权交易中
心建设现场内，却是与寒冷的天气
相反的另一种热烈景象。现场轰鸣
的机器和飞扬的尘土，让记者与现
场施工人员的对话显得异常困难。

据在现场施工的人员介绍，为赶
工期，他们加班加点，用“白加黑”和

“五加二”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现在在挖楼基，他们去年就在这

干了，我刚干了一个多月。”莱阳工人
贾秀清负责注浆工作，他一天要工作
10个小时，从早晨7点半到下午5点半，
“工程很重要，领导经常过来看。”

现场一位姓朱的经理告诉记
者，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工程项目部
从去年腊月二十七开工，大年初一
也没休，现在 1 5 0多号人在工地上
施工，“主要是设备多，挖掘机、打
桩机。”朱经理说。

200米高地标建筑

将拔地而起

在工地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海
洋产权交易中心大楼。

据了解，总投资 1 6亿元、总建
筑面积 3 2万平方米的海洋产权交
易中心、海洋经济总部中心、海洋
创业服务中心。

它们是烟台东部新区起步区
的标志性工程，是烟台东部新区面
向未来的地标性工程，也是东部新
区指挥部办公室立下军令状必须
要拿下的重点工程。

目前，东部新区在建项目推进
专项工作组已经靠上去了，并保障
建设资金，配强施工力量，确保“三
个中心”主体工程年内封顶。

记者在施工现场了解到，海洋
产 权 交 易 中 心 ( 主 塔 楼 ) ，总 高 度
1 9 2 . 1米，共 4 5层，建筑面积 1 0 3 9 9 0

平米 (含地下 2 0 2 4 6平方米、会议中
心6836平方米 )。其中，会议中心共3

层 ，高 度 2 2 米 。现 场 施 工 人 员 说 ，
1 9 2米是设计高度，估计将来高度
会超过200米。

海洋经济总部基地，总高度95 . 5

米，共22层，建筑面积105237平米(含地
下27492平米)。

海洋创业服务大厦，总高度95 . 5

米，共22层，建筑面积108387平米(含地
下30642平米)。

格村民期盼

以后就跟

城里差不多了

3月19日，牟平区姜格庄镇
林北村63岁的尤永杰收到一张
红色的《致广大群众的一封
信》，此信是烟台东部新区牟平
建设办公室发放的，信里就金
山港海域收回补偿给群众吃了
颗定心丸，希望群众能够理解
与支持。

尤永杰曾经是盐厂的工人，
现已退休，承包了村里的虾池，
到时拆迁的补偿款也会给他。

谈起东部新区，尤永杰指
着收回公告上海域拟收回后的
用途一行字说：“将用于烟台东

部海洋经济新区建设和烟台东
部海洋文化旅游产业聚集区建
设使用，听说是要建几所大学，
搞文化旅游。”

进入三月份，尤永杰和村
里人经常谈论东部新区，“三五
年就建起来了，指挥部已经动
工了，建了以后跟城市差不多，
到时可以做个小买卖。”

除了虾池，尤永杰还种着
枣树，养了鸭鹅，但是最近动手
术割了部分胃，他说正好赶上
拆迁，也不用再操心了。对东部
新区的建设，他很支持。

□本报记者 张琪 李大鹏

俗话说，“火车跑得
快，全靠车头带”。

东部新区犹如一列
已经开上轨道的列车，
要想在未来的道路上纵
横驰骋，必须要有一个
铿锵有力的“火车头”，
而充当这个火车头角色
的正是金山港区。

东部新区的开工建设让牟平区姜格庄镇村
民尤永杰看到了新希望。 记者 赵金阳 摄

开篇语

东部新区
范围包括烟台
高新区，牟平区
的养马岛旅游
度假区、经济开

发区、沁水韩国工业园、台湾工
业园、牟平城区、龙泉镇，莱山
区的解甲镇、黄海路街道，芝罘
区的东山、幸福、芝罘岛街道，
以及烟台保税港区A区。

3月20日，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心工程项目部，工人正在加紧施工。
记者 赵金阳 摄

制图：王小涵

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当听到这些响当当
名字的时候，咱烟台人不再只有眼
馋的份儿，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新
区——— 东部海洋经济新区。

新区崛起，我们有N个值得期待
的理由。

这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土地，发展
前景不可估量。东部新区位于山东半
岛东部，濒临黄、渤海，与日本、韩国隔

海相望，与京津、东北地区遥相呼应，
是烟台中心城市崛起的龙头。

这里依山傍海，海洋生态环境
良好，生态承载能力强。

这里还是科研、教育的前沿阵
地。东部新区位于烟台国家创新型
城市核心区内，能为新区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支持。

地缘、资源、科技的优势不言而
喻，但更重要的是敢为人先的拼搏精

神。烟台目前已经掀起了新区开发建
设的高潮，我们看到了“真干、实干、苦
干”的新区精神。市委、市政府正在团
结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敢闯敢试，高
效快捷地让新区起步成势。

在这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
聚的是烟台人的智慧、力量和资源，
新区的加速崛起正在成为撬动烟台
未来发展的有力支点，烟台城市发
展的新起点和新高度将由此开启。

烟台发展的新高度由此开启
□张琪

快评

一极领先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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