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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烟济有望通动车
——— 本报记者专访烟台交通局长权良宝
本报记者 董钊

现在济南到烟台乘

坐火车最长要用七个多

小时，今后冗长的旅途

时间将被缩短。13日，省

人大代表、烟台市交通

局局长权良宝在省“两

会”上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透露了这个好消

息，今年8月，济南到烟

台的铁路将引入动车组

进行过渡性运行。三年

后，随着青烟威荣城际

铁路的通车，济南到烟

台只需约两个小时。

8月起烟济两地行程有望变成4小时
“作为一个沿海发

达城市，烟台这几年经

济快速发展。我们也深

刻地感受到，现实交通

条件对旅游业以及人才

引进方面的影响。”权良

宝介绍说，未来五年，对

于烟台市的交通形势而

言，是全方位、大规模、

大投入更是大收获的五

年。其中，济南到烟台开

通动车组被视为交通发

展的“重头戏”。

据权良宝介绍，目前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已经

开工建设，预计三年内通

车。而全长约 200公里的

蓝烟铁路复线的电气化

改造已经结束。为了让通

过铁路去往烟台的人们

享受到便利，目前，烟台

市正在争取国家铁道部

的政策支持，准备先期引

进动车组，预计在今年 8

月，烟台到济南的乘客可

以坐上动车。

“也就是说，在青烟

威荣城际铁路未开通前，

尽早争取开通蓝烟线上

的动车组。积极配合市有

关部门将城市六区轨道

交通规划完美衔接到烟

台市大交通规划中。”权

良宝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先期

引进动车组后，济南到烟

台的总时长约为4个小时，

这比现在的铁路运行时间

还是快了不少。如果青烟

威荣城际铁路建成后，乘
坐动车两个小时左右就可

以到达烟台。

烟台到德州也将有动车
“从德州来烟台也将会

有动车组。”权良宝表示，作

为北线的重要工程，德龙烟

铁路建设也已经纳入未来

交通规划。此条铁路将辐射

烟台港西港区、龙口、蓬莱、

莱州等大型港口，将对旅游

和运输业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在此项工程中，德州

到大家洼段已经开工建

设，而龙烟铁路是德龙烟

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调

整后线路长度约113公里，

烟台港西港区进港线约14

公里，福山联络线约11公

里，概算投资约60亿元。

按照计划，三年后此

条铁路将建成通车，目前

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预留
200公里，并预留动车组。

“八连”公路网，烟台占三连
权良宝表示，未来的五

年，也将是烟台高速公路大

发展的五年。在我省制定的

“五纵四横一环八连”高速路

网格局中，烟台占到了其中

的“三连”。

其中烟台至海阳高速

公路80 . 5公里(烟台境内

57 . 5公里)，2010年开工建

设，计划2012年竣工通车，

将使烟台和青岛的联系进

一步加强。

龙口-青岛公路龙口至

莱西段67 . 1公里，建设年限
为2012-2015年。蓬莱至栖霞
高速公路40公里，争取“十
二五”期间开工建设。

文登至莱阳高速公路
129 . 5公里(烟台境内61公

里)，建设年限2015-2018年，

前期工作正在推动之中。

同时，烟台还将全

面完成西港区、莱州港

区、龙口港区三条疏港

高速公路建设，尽快与

沈海、荣乌和 206国道相
连，融入全省、全国高速

公路网络；加快推进新

机场路建设，力争与机

场同步发挥效益。

打造中国北方“维多利亚湾”
作为沿海发达城市，烟

台市的港口也面临难得的

发展机遇。据权良宝介绍，

“十二五”期间，烟台将建设
10万吨、20万吨、30万吨、40

万吨等大型专用码头。全力

建设东北亚大型枢纽港口

和物流航运中心，打造黄河

三角洲龙头港。推动港口更

加开放，向专业的国际商贸

中心转变；

同时，积极推动中韩

陆海铁联运建设，打造新

欧亚大陆桥的北桥头堡；

配合有关部门加快邮轮

港、黄金海岸和国际休闲
度假岛建设，打造中国北

方“维多利亚湾”。

“十二五”末，烟台港

西港区将被建成中国北方

重要的矿石进出港和渤海

湾贸易矿石接转港；烟台

港芝罘湾港区将形成完善

的集装箱运输系统、客滚

运输中心和国际邮轮停靠

港；龙口港区将被建成中国

北方混配煤基地港；烟台港

蓬莱港区将被建成全省粮

油中转、加工基地和长江以

北木材加工、中转集散地。

2020年，新机场吞吐能力达650万人次
“十二五”期间，烟台

市还将重点建设潮水国际

机场。据权良宝介绍，新机

场按干线机场标准建设，

为国内民用航空中型机

场、对外籍飞机开放的口

岸，计划2015年建成通航。

机场总投资约44 . 82亿元，

飞行技术指标为4D级，兼

顾部分E类飞机使用。机

场一期工程交付使用，年

发送旅客吞吐量375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5 . 3万吨。

据介绍，到2020年潮
水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完

工，年旅客吞吐能力达到
650万人次，货邮吞吐能力

达到9万吨。

元宵节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未售完的将送往批发商处寄存，市民家中的需尽快燃放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李园园)

13日，记者在市区多处烟花爆竹零

售点看到，几乎每个零售点都有剩余

的烟花爆竹。剩余的烟花爆竹怎么

办？记者从芝罘区安监局了解到，从2

月 1 7日零时起，烟花爆竹将禁止燃

放，零售经营单位未售完的烟花爆竹

应在 2月 21日至 3月 3日期间送到批

发商仓库寄存，不得自行存放。市民

家中未燃放完的烟花爆竹要在短期

里尽快燃放。

13日，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烟花

爆竹零售点看到，年前销售火热的场
面变得冷冷清清，剩余的烟花爆竹被

静静地摆在一处不起眼的位置，有的

已经被打包成箱。很多零售商家表

示，争取把剩余的烟花爆竹在元宵节

前销售完。金沟寨小区烟花爆竹零售
点的曲老板说，烟花爆竹剩下了也不

怕，可以送到批发商仓库里寄存起

来。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芝罘区北大

街的烟台土产杂品综合有限公司，该

公司董事长张以成告诉记者，只要在

它们公司批发烟花爆竹的零售商，卖

剩的花炮都要送公司仓库免费库存，

明年烟花爆竹开售时再送到零售商手
中继续售卖。烟花爆竹库存仓库建在

远离人群的山上，这样既能保证烟花

爆竹的存储安全和下一次燃放的质

量，还能保证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不影

响周围群众的安全。

记者从芝罘区安监局了解到，从2

月17日零时起，烟花爆竹将禁止燃放，

零售经营单位未售完的烟花爆竹应在2

月21日至3月3日期间送到批发商仓库

寄存，不得自行存放。“烟花爆竹易受
潮，氧化后会引起爆炸，来年燃放时导

火线不易点着，更容易出现危险。”芝

罘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队长刘卫提醒

市民，应尽快把家中剩余的烟花爆竹

燃放完。

引黄调水4月初试运行

黄河水5月将

到门楼水库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李

娜) 12日，我省水利厅副厅长
刘勇毅在省两会上两次提到胶
东调水工程，并披露烟台引黄调
水工程将于近期启动。记者13日
从烟台市水利局获悉，为积极应
对可能发生的持续干旱，黄河水
将于4月初踏上烟台，预计5月
初可到达门楼水库。

目前门楼水库蓄水量在
2400万立方米左右，城市供水不
成问题，但为确保烟台市的用水
安全，我市已经申请调引800万
立方米黄河水，并且获得了省有
关部门的批准。

“烟台已经具备紧急供水的
能力，小部分工程尚未完善。经
过除险加固，门楼水库也具备了
接纳黄河水的基本条件，4月初
引黄济烟开始试运，预计在5月
初黄河水可到达门楼水库。黄河
水引来之后，将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统一配置。”市水利局副局长
王殿文介绍，烟台引黄调水工程
福山上游主干工程、蓬莱村里集
-福山高疃泵站30公里暗渠的
建设，已基本完成，门楼水库以
上输水线路贯通，已经具备通水
至门楼水库的条件。

“我们原计划调引黄河水1500

万立方米，通过实际考察调研，从
黄河调引800万立方水，再启动本
地应急水资源，充分利用外夹河
和地下水源，能够保证在汛期到
来前城市供水平衡。”据王殿文介
绍，3月份栖霞市庵里水库将向门
楼水库补充约1200万立方水为烟
台市城市用水提供保障。

据了解，门楼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扫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
行中，5月底省相关部门将对其
进行竣工验收。“3月底之前，门
楼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将基本完
成，接纳黄河水没问题。”福山区
水利局局长张仲杰说，目前门楼
水库蓄水量在2400万立方米左
右，加上从庵里水库补充的一千
多万立方水，在汛期到来时，供
应城市用水不是问题。”

省水利厅副厅长刘勇毅表
示，目前烟台的城市供水不成问
题，但适当调一部分水到烟台，

对于确保烟台城市供水安全是
完全必要的。800万立方黄河水
无论是用来保证城市供水安全
还是用于农业生产，都将发挥重
要作用。

▲烟台市交通局局长权良宝。

本报记者 董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