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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梁
莹莹 通讯员 王丹 鲍坤
宇) 作为烟威地区唯一一家
铁路直接入园的物流园区，7月
27日上午，山东济铁烟台物流
园开园。当日，福山——— 新筑商
品车班列首班开行，车上满载
290辆商品汽车，运往西安新筑
商品汽车基地。随着当日该物
流园的开园，该物流园的海铁
联运集装箱班列运量也同时由
每日5 0TEU(标准箱 )增长到
100TEU，旨在打造烟威地区最
大的集运输、仓储、物流、电子
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铁
路多式联运商贸物流中心。

“受场地设备等各种条件
限制，以前整个烟台地区商品
车的运量不到7万辆，济铁烟台

物流园开园后，今年力争运输9
万台。三年之内争取达到铁路
商品车运量的50%。”山东济铁
烟台物流园开发部部长金石说
道。

据介绍，山东济铁烟台物
流园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划
的二级物流基地，地处烟台市
福山区、莱山区、开发区、芝罘
区四区中心，辐射烟威两地，
联合烟台车务段管内一段三
线的运输实际，接轨福山站，
衔接蓝烟、龙烟以及中铁渤海
轮渡四个方向，占地规模1200
亩，是山东省2017年重点建设
项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现
代物流重点项目。服务产品包
括铁路集装箱运输、铁路整车
运输、出口班列、商品汽车专

业运输、铁海联运、铁公联运、
公路运输、仓储配送、流通加
工、物流信息服务等。提供服
务门到门、门到站、站到门等
一站式办妥、全供应链定制物
流服务。

前期，济铁烟台物流园已
经与上海安东商品轿车物流公
司、烟台荣信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青岛九州物资公司等40余
家物流企业着手开展战略合
作。预计到2020年，该物流园年
货物吞吐量可达到500万吨，年
度可增加铁路运输收入4亿元，
创造物流园经营收入5 0 0 0万
元，吸纳物流企业超过200家，
创造工作岗位2000个，带动地
方GDP和税收大幅度增长,并能
衍生其他多行业繁荣发展，成

为烟威地区拓展蓝色经济区域
的有力引擎。

据介绍，济铁烟台物流园
一期占地642亩，新建商品汽车
线2条，有效长均为850米；集装
箱、长大笨重线1条，有效长950
米。新建仓储库8000米，物流园
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入运营。
二期占地560亩，主要扩建包件
功能区、建设集装箱海关监管
区、公路物流、综合服务、城市
配送、仓储加工、冷链物流等功
能区，建设配套物流综合信息
平台，提供货源、车源的信息及
交易服务，此项将填补目前烟
威地区空白。

“随着临沂、胶州和烟台物
流园的相继开园，我们济南局
集团公司目前已经投产运营的

物流园有11个，这样可以通过
物流园来进一步地完善我们铁
路运输的能力，可以说在山东
省境内已经初步构建了适应现
在调整运输结构、‘公转铁’形
式要求的一个运输的网络体
系。”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吴兆新在现场
说，11个已投产运营的物流园
当中，初步构建了五个运输网
络，第一是小汽车运输网络，第
二是油品运输网络，第三是班
列开行的网络，第四是冷链的
运输网络，第五是物流园相互
之间构建的班列对开的这种网
络形式。通过这11个物流园相
互之间构成网络，能对铁路货
运能力供给侧方面进行有效的
改进和提升。

今今年年商商品品车车运运量量争争取取达达到到99万万辆辆
济铁烟台物流园开园，将打造烟威地区最大的多式联运物流中心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闫
丽君 实习生 尹春蕾 通讯
员 王婧) 7月28日，烟台友谊
公园落成典礼暨烟台市见义勇
为先进群体表彰仪式在烟台大
学东门南侧举行，这座公园将
会是烟台市又一个地标性建筑
和城市新亮点。

据介绍，烟台友谊公园是

在烟台市人民政府和美国环
太平洋公园组织的通力合作
下，由来自美国、俄罗斯、菲律
宾、韩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和
中国七个国家的建筑师和学
生志愿者团队在短短3 0天的
时间里设计并建造完成的。烟
台友谊公园是环太平洋公园
组织在全世界的第7个环太平

洋公园。
记者了解到，环太平洋公园

项目由总部设在美国圣迭戈
市的环太平洋公园组织发起，
由多国青年学生在环太平洋
地区城市建造41处公园，以增
进各城市人民之间的理解和
友谊。

美国著名艺术家兼建筑

师、“环太平洋公园”艺术总监
吉姆·哈贝尔表示，所有的“环
太平洋公园”独有的“珍珠”元
素寓意着和平，也希望环太平
洋国家的关系在磨炼中孕育和
平。

友谊公园在建设过程中
发 生 了 特 别 暖 心 的 英 勇 事
迹。多名外籍师生在海上奋

力营救 3名落水父子的事迹
在烟台市民中广为流传，为
表彰这些外籍人士的国际人
道主义精神，烟台市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烟台市
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参与救助
落水父子的1 1名救人者颁发
见义勇为证书并给每人颁发
5000元奖金。

烟烟台台友友谊谊公公园园落落成成，，成成为为世世界界第第77个个环环太太平平洋洋公公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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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山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稽

核科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

烟台市莱山区社会保险

服务中心

2018年7月30日

联系人：唐楠

联系地址：烟台市莱山区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

电话：6717815

邮编：264003

公告类型：行政告知书


	J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