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7民生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于洁 美编/组版：武春虎·今日烟台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代
曼 ) 近日，在2013中国休闲城
市发展综合评价活动中，烟台
再次被评为“2013中国最佳休
闲城市”，这是烟台第四次荣
膺“中国最佳休闲城市”称号。

据了解，由全国休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旅游协会
休闲度假分会主办的“2013中国
休闲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活动
11月25日发布结果，其中杭州、
烟台、宁波等10个城市从参选

的302个城市中脱颖而出，获选
“2013中国最佳休闲城市”，这
是烟台从2010年参加“中国休闲
城市发展综合评价”以来，第四
次获此殊荣。同时，烟台蓬莱获
选“2013休闲小城”称号。

近年来，烟台市凭借良好
的 资 源 禀 赋 ，丰 富 的 文 化 内
涵，开发了一批体现烟台特色
和发展潮流的旅游产品，推动
旅游产业从观光型向观光休闲
度假复合型转变，营造了浓厚

的休闲氛围。旅游业内人士认
为，烟台四次获得中国最佳休
闲城市的称号，是对烟台休闲
度假旅游服务环境优质的肯
定。

据烟台市旅游局局长张丛
介绍，烟台下一步的目标是打
造著名旅游城市，做好观光休
闲度假复合型旅游文章，重点
建设文化观光、红色、海洋、葡
萄酒文化、乡村、休闲养生、度
假七大特色旅游产品体系。

最最佳佳休休闲闲城城市市，，烟烟台台四四获获殊殊荣荣
蓬莱获选“2013休闲小城”称号

11月29日，福布斯中文版公
布了30个中国大陆旅游业最发达
城市榜单，烟台从去年的25名上
升至22名。

记者了解到，这份榜单是以
国内旅游收入最高的100个地级以
上城市为备选，根据国内旅游人
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
入、旅游外汇收入、所在地的星级
饭店数、4A及以上旅游景区数等

六个指标加权排名确定的。
据悉，2013年烟台前三季度共

接待游客4064 . 7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12%，实现旅游总收入451 . 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据统
计，在百个城市中，烟台入境旅游
人数排名38，国内旅游人数排名
28，旅游外汇收入排名28，国内旅
游收入排名28，星级饭店数排名
16，4A及以上景区数量排名19。

烟台连续两次入选大陆最发达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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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获选中欧

智慧城市合作试点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代曼
通讯员 高民) 2日，记者从烟

台市经信委获悉，在近日举办的中
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中，烟台成
为山东省唯一入选中欧智慧城市
合作试点城市。

据了解，为推动中欧双方共同
开展智慧城市核心技术研发、标准
合作、应用推广，双方各选择15个城
市(区)进行试点示范。烟台成为中方
15个试点城市之一，是山东唯一一
个入选城市，市经信委被确定为中
欧绿色智慧城市技术专家组成员。

据业内人士介绍，成为中欧智
慧城市合作伙伴关系试点城市，不
但可以增加烟台在国际上的知名
度，更可以使“智慧烟台”的建设站
在更高的起点上，有更多的机会同
欧盟先进城市进行交流、合作，标志
着“智慧烟台”建设将得到国际社会
更加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对烟台信
息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全国美丽乡村

烟台4村入选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代曼)

近日，农业部公布了“美丽乡村”创
建试点乡村名单，全国有1100个村成
为创建试点乡村，烟台市有4个村入
选，其中蓬莱市马家沟村还获得了

“2013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据了解，莱阳市姜疃镇濯村、

莱州市金仓街道、蓬莱市刘家沟镇
马家沟村、栖霞市桃村镇国路夼村
入选了“美丽乡村”试点名单。入选
的乡村将会在沼气建设、农民培
训、农技推广、农村清洁工程等项
目上得到农业部的资金支持。

同时，经由农业部组织，历经
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网络大众投票
和专家评审，全国共有10个乡村荣
获“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烟台市蓬莱市马家沟村成功入选，
也是山东省唯一入选的乡村。

多举措推进
工程全过程管控

本报讯(通讯员 刘淑燕) 近
来，国网牟平供电公司强化对工程
项目关键环节的控制，以降低企业
风险，推进业务预算执行进度。严格
按照合同支付工程项目预付款、进
度款，并由工程管理部门提供必要
的进度证明。严格工程项目转资依
据的把关审核，确保工程项目在实
际投产时进行转资，且转资依据须
完整，以提早为资产联动做好准备。

确保线路设备
“零缺陷”度冬

本报讯(通讯员 刘塑) 近日，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结合冬季电网运
行特点，多措并举，确保供电线路设
备“零缺陷”度冬。随天气转冷，该公
司成立督查组，查找重要电力设施
中的薄弱环节，对主干网架重要输
电线路和变电站进行排查，发现缺
陷及时处理，为迎峰度冬期间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营造良好的氛围。

国网牟平供电公司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姜
宁 ) 备受瞩目的南大街天桥
整改工作近日又出现新动向。
据记者从烟台市城管局市政养
管处了解到，目前南大街振华
购物中心处天桥施工进展顺
利，整个整修工作预计将于本
月内完工。

振华购物中心这座天桥已
经有20年的历史了，老旧破败
的构造早已和烟台市区的整体
发展相悖。此次对天桥的整改，
将仿照烟台三中的新式天桥构
造模式，设有自动扶梯、景观亮
化、防滑走廊、监控广播等设
施。从设计方案来看，振华购物
中心处过街天桥的设计基准期
和另外两座天桥一样，均为100

年，安全等级为一级。
该桥梁上部为全钢结构，

桥梁每侧设置上下行变频自动
扶梯各一部，桥面铺装钢纤维
细石混凝土加彩色防滑路面材
料，人行天桥设置全桥电子监
控、广播远程控制系统及夜景
亮化。天桥全长约61 . 25米，桥
面全宽5 . 5米，净宽4 . 8米。

“当初规划将南大街振华
购物中心处的天桥在今年内完
工，从现在来看，也基本差不多
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现在的桥
面主体经过两个月的搭建已基
本完工，这个月施工方将对天

桥内部的设置进行配置。”市政
养管处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天桥施工现场看
到，过街天桥的顶棚已经搭建
完毕。据施工人员介绍，现在正
在整修路面、铺防滑材料，以后

几天还会就内饰灯具、广播喇
叭进行装设。

此外据记者了解，南大街
另外两座过街天桥也正处于施
工阶段，具体完工日期有关部
门没有进行透露。

振振华华购购物物中中心心天天桥桥月月内内完完工工
主桥体搭建基本完工，天桥内设施将于近期安装

2日，天桥改造工程施工两个多月，目前已开始加盖PC耐力板。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烟台将试点修缮芝罘俱乐部、刘子琇故居等五个历史建筑

朝朝阳阳街街、、所所城城里里历历史史建建筑筑修修缮缮明明年年启启动动

烟台城建这一年

本报记者 李园园 通讯员 葛振鹏

朝阳街、所城里历史街区改造一直牵动着市民的心。2日，记者从烟台市历史文化街
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获悉，目前在国内已初步选择了4家顶级甲级资质设计单位，对芝
罘区俱乐部、刘子琇故居等五个试点建筑制定保护性修缮设计方案，明年将全面启动
朝阳街、所城里历史建筑修缮工作。

2日，记者在烟台科技广
场项目工地看到，目前基坑已
经基本完成，年底前完成桩基
工程人工挖空后，将进行主体
工程建设。据了解，2015年工
程就能竣工，到时候居民又有
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从效果图上看，城市科技
广场宛若一个富有动感的

“Y”字，指向烟台主城区。建
筑外装饰幕墙外层面为穿孔
铝板，内层面为中空玻璃。从
室内向南可以看到南山山景，
向北可以看海，风景优美。

朝阳街、所城历史文化街
区提升改造项目是烟台市政府
确定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
化运作、“街区+文化+旅游”的
历史文化旅游项目。

据烟台市历史文化街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
梁宝亭透露，目前，朝阳街、所
城里历史街区保护性改造工作
又有了新的进展，文物修缮试
点工作即将启动，已在国内初
步选择了4家顶级甲级资质设
计单位，前期将对芝罘俱乐部、

克林顿饭店、顺昌商行、新中国
电影院和刘子琇故居五个历史
建筑进行试点修缮设计。

今年中旬，曾参与过天安
门、故宫、颐和园等历史建筑修
缮设计的这4家设计单位就已
经入场，设计方案初稿也已经
出来，待国家文物局审核通过
后，将聘请全国知名的建设单
位，先行对五个试点历史建筑
进行修缮。“明年全面启动10万
平方米的朝阳街、所城里历史
街区修缮工作。”梁宝亭说。

“这次先行修缮的五个历
史建筑是一次试点，目的是让
老百姓看看这样修缮行不行，
设计公司及建设单位到底有没
有能力把历史街区修缮和打造
好。”梁宝亭说。

梁宝亭告诉记者，历史建筑
修缮本着恢复原貌的原则，例如
芝罘俱乐部原是供洋人休闲、娱
乐的场所，地下一层是亚洲第一
道保龄球馆，通过对破损木地板
等修缮，保留下这个保龄球馆。同
时，对临建的建筑将进行拆除。

五个历史建筑试点先行修缮

在确定对朝阳街、所城里
历史建筑试点修缮的同时，烟
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历史街
区文化资源挖掘收集整理也在
有序进行着。

据梁宝亭介绍，前不久他
们收到了一名烟台籍加拿大留
学生的邮件，里面有一张翻拍
的朝阳街老照片，老照片上赫
然写有“烟台租街”四个字。“这
是一张明信片，上面的景色是

朝阳街的一景。”梁宝亭说，经
过研究发现，这是一张烟台开
埠时期的明信片。“烟台租街”
这个名字更能体现烟台朝阳街
区的开埠文化，拟将朝阳街历
史街区以“烟台租街”对外宣
传。

据记者了解，朝阳街区总
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项目投
资约37亿元。建成后，将以保护
和展示烟台开埠历史文化为主

题，与烟台山景区一起形成集
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居住商贸
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休闲度假
中心。所城里总建筑面积7万平
方米，项目投资约9 . 2亿元。建
成后将以烟台城市由来、海防
抗倭历史、胶东传统民俗文化
为主题，打造凝结历史记忆、融
合现代元素的历史文化旅游街
区。梁宝亭称，所城里将参照北
京的南锣鼓巷来打造。

朝阳历史街区拟改为“烟台租街”

烟台城市科技广场

预计2015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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