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于2013年11月15日
上午10时在本公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如下
标的：
1 .福山区城里街153号门市
房，4 层，总建筑面积约
4921 . 56平方。
2 .福山区永安街同福小区
住 宅 一 处 ，建 筑 面 积 约
89 . 28平方。
保证金：1号标的，400万。2
号标的，10万。
展示期：2013年11月13-14日
联系电话：0535—6319080
公司地址：烟台市福山区
永达街5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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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山东“仙境海岸”中外旅行商采购大会今在烟台举行

青青烟烟威威日日抱抱团团推推介介““仙仙境境海海岸岸””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齐金

钊 通讯员 李朝阳) 4日下午，
来自韩国、日本、俄罗斯、马来西亚
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78

家重点旅行商、13家大陆百强旅行
社，以及“仙境海岸”城市客源市场
重点旅游社的代表齐聚烟台。5日，
将召开2013山东“仙境海岸”中外
旅行商采购大会，届时，烟台、青
岛、威海、日照四城市将“抱团”推
介“仙境海岸”旅游资源和产品，并
签署合作宣言。

5日，由山东省旅游局和烟台
市政府共同主办，烟台市旅游局、
青岛市旅游局、威海市旅游局、日
照市旅游局共同承办的2013山东

“仙境海岸”中外旅行商采购大会
将在烟台东方海天酒店开幕。本
次大会将向海内外旅行商推介

“仙境海岸”旅游资源和产品，供需
双方面对面开展洽谈合作。青岛、
烟台、威海、日照四城市将共同签
署仙境海岸合作宣言，在合力打
造旅游特色品牌、推进旅游客源

互送、联手进行旅游宣传推介等
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据悉，“仙境海岸”的提出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成果，省政府今年8

月出台的《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
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强省的意
见》中提出，“要依托海岸带和滩、
湾、岛、礁等资源，规划贯通沿海景
观大道和海上观光游览通道，打
造仙境生活海岸滨海休闲度假品
牌”。省旅游局局长于冲在今年8月
20日召开的“仙境海岸”品牌打造

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以烟台、青岛、
威海、日照四城市历史文化和仙
道文化为支撑，以烟台蓬莱和昆
嵛山、青岛崂山仙宫、威海好运角、
日照东方太阳城为五大制高点，
着力打造“仙居”、“道饮”、“仙游”
和“学道”四大产品品牌的发展规
划。

面向海内外旅行商，此次大
会将首次以“仙境海岸”的整体
形象对烟台、青岛、威海、日照的
重点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进行

推介，并将举办仙境海岸四城市
旅游摄影展、旅游财富网论坛等
活动。

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四城市
拥有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滨海旅
游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和仙道文
化浓郁，是山东旅游的重要支撑。
此次大会，对宣传“仙境海岸”形
象、营销“仙境海岸”产品、加强与
海内外大旅行商的合作、扩宽营
销渠道并叫响“仙境海岸”品牌来
说至关重要。

南大街部分路段

8日起封闭施工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于飞
通讯员 袁圣凯 李娜) 4日，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由于南大
街振华购物中心人行天桥施工，从
11月8日至12日夜间，该路段将进
行封闭施工。

据了解，由于南大街振华购物
中心人行天桥吊装，11月8日至12

日的每晚23时至次日6时，南大街
(西南河至海港路路段)将进行全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
辆通行，过往车辆请注意绕行。

牟平政务服务

中心迁往新址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 近日，牟平区政务服务中心
由北关大街555号搬迁至正阳路
368号，并正式对外办公。

据了解，新的政务服务中心共
有四层，建筑面积为10480平方米，
进驻具有行政审批服务职能部门
25个，中介和公共服务机构12个，
设立前台服务窗口160个，进驻人
员230名，进驻事项由原来的165项
增 加 至 目 前 的 2 1 8 项 ，增 加 了
32 . 12%。

目前，原政务服务中心的22个
窗口及新增加的安监局、药监局、
海洋与渔业局三个窗口已正式对
外办理业务；国税局、地税局办税
业务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
社会保险、机关保险、医疗保险、人
才服务等业务正在进行网络调试，
近期也将在新址集中对外办公。

烟烟台台地地区区现现轻轻度度到到中中度度旱旱情情
农技部门建议根据作物生长情况适时灌溉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
娜 ) 10月是秋收和播种的季
节，但在过去的10月份，烟台
降水却只有2 . 4毫米。由于土壤
湿度不够，播种和幼苗生长受
到影响。根据土壤墒情(墒情是
指作物耕层土壤中含水量多
寡的情况)监测结果，全市大部
分地区出现轻度到中度旱情。

10月份，烟台全市平均降
水量2 . 4毫米，比去年同期偏少
87 . 5%，比历年同期偏少92 . 9%。

今年降水主要集中在了 7月
份，所以从1-10月份来看，全市
平均降水量765 . 4毫米，比去年
同期偏多25 . 1%，比历年同期
偏多17 . 6%。

自8月份以后，烟台降水
量较常年偏少八成，由于秋季
大风天气增多和持续的干旱
少雨，导致土壤失墒加重，烟
台大部分地区出现轻度到中
度旱情。

据市水文局11月1日墒情监

测结果显示，全市各麦地监测点
中，牟平区、海阳市、莱阳市南部
土壤出现中度干旱；福山区、招
远市、栖霞市、莱阳市北部土壤
出现中度干旱；莱州市麦地监测
点土壤墒情基本适宜。各白地监
测点中，龙口市、莱州市、海阳
市、招远市、莱阳市南部出现中
度干旱；福山区南部和牟平区土
壤为轻度干旱。

虽然10月份几无降水，但
雨季降水偏多，烟台各大水库

蓄水充足，饮用水不受旱情影
响。11月1日，全市28座大中型
水库总蓄水量为51796万方，比
10月1日减少3125万方，比去年
同期少蓄3021万方，比历年同
期多蓄14796万方。

烟台市农技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正值越冬农作物幼
苗期，持续的干旱对幼苗生长
极为不利，建议各地根据作物
生长情况，因地制宜，适时灌
溉，以确保农作物正常越冬。

青青荣荣城城铁铁进进入入大大规规模模架架梁梁阶阶段段
烟台境内的铺轨工作也被提上日程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孙
健 ) 金秋送爽，正是铁路建设
的黄金时期，承载着烟台人动车
梦的青荣城际铁路建得咋样了
呢？11月4日，记者来到青荣城际
铁路旺远南河特大桥施工现场
进行实地探访，青荣城铁建设进
入大规模架梁阶段。

在位于福山区的旺远南河
特大桥施工现场，排排矗立的桥
墩伸向远方，大吨位的架桥机正
横架在桥墩上方，将运来的箱梁

“安装”到桥墩上。
“为了赶进度，昼夜对我们

来说已经没有区别了。”在施工
现场，正在指挥施工的中铁二十
局青荣指挥部福山架梁队队长
龙东泉告诉记者，目前的施工进
度为一昼夜架梁4片，一片梁32

米，也就是说，架梁工程在以每
天128米的速度向市区方向推进。

据介绍，架梁所用的箱梁都
在福山梁场制造，每单片箱梁的
重量在900吨左右，而运梁车自
身重量在800吨左右，负重时能
达到1700吨，运梁时速只有3公
里/小时，一趟下来光是来回路
上的时间就是3、4个小时。一天2

片梁就已被誉为“奇迹”，青荣铁
路架梁队正在用实际行动创造
新的“奇迹”。

“为了完成明年年底的通车
任务，城铁建设全线都在加速赶
进度，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福山梁
场至官庄车站的架梁工程，进展
顺利的话，估计明年4、5月份就
能完工。”龙东泉说。

“因为进度较快，目前青岛
即墨施工段已开始铺轨，随着架
梁工程的推进，烟台境内的铺轨
工作也被提上日程。”龙东泉告
诉记者，铺轨就标志着全线通车
近在眼前。

除架梁工作加速外，备受市
民关注的“山东第一隧”蓁山隧道
也在加紧施工。“全长5500米的蓁
山隧道现已掘进4100多米，剩余部
分预计在明年4月底全线贯通。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晏坤 ) 从10月中旬开始，
雾霾天已影响整个山东省半
月有余，而作为沿海城市的
烟台，前几日也受到影响，出
现了“轻度污染”。虽然预报4

日烟台雾霾持续，但一场大
风让烟台重现蓝天白云。据
预报，本周内还将出现轻雾
或霾。

为什么预报的是雾霾
天，而现实情况却是晴空万
里呢？烟台气象台气象专家
介绍，雾霾的快速消散，主
要是受4日凌晨的持续大风
影响。“大风一来，只要达

到 4级以上，雾霾就会无处
躲藏。”烟台气象台气象专
家说，从 4日零点开始，4级
风持续了 6个小时，不少地
方风力达到5级左右。因此，
雾 霾 很 快 就 被“ 清 场 ”完
毕。

未 来 几 天 烟 台 天 气 会
是什么情况呢？据烟台气象
台介绍，未来两天，烟台以
西 南 风 为 主 ，气 温 有 所 回
升，感觉舒适，还会有轻雾
或霾，6日傍晚到 7日白天，
受冷空气影响，风力较大，
气温将明显下降。

烟台气象台4日17时的

天气预报显示，烟台市区及
各县市，5日白天，晴转多云，
西南风3到4级，傍晚增强到4

到5级，最高气温沿海18℃，
内陆20℃；5日夜间到6日白
天，多云，有轻雾或霾，西南
风4到5级，6日傍晚转西北风
5到6级，10℃到21℃；6日夜
间到7日白天，多云转晴，西
北风5到6级转3到4级，6℃到
16℃。

另外，8日到14日，有一次
较强冷空气影响过程，预计出
现在8日到10日前后，届时将
会出现强降温，提醒市民朋友
提前做好预防。

大风吹跑雾霾，港城重现蓝天

青荣城铁架梁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孙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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