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府通报去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全全市市生生产产总总值值突突破破66000000亿亿元元
烟台海产品网销额

超6000万元

于爱军说，烟台加快产业
升级步伐，经济发展的质量效
益进一步提高了，这表现在几
个方面：

农业向高端高质方向迈
进。夏粮生产实现“十二连增”，
小麦、玉米新品种均创全国单
产新纪录，烟台大樱桃网上销
售额超过1亿元，烟台海产品网
上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烟台
苹果在淘宝网上线交易4天销
量突破8万斤。

工业发展质量提升。全市
32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不同程度
增长，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占
比提高到18%，规模以上工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 . 5 2万亿
元。通用东岳去年生产整车
6 8 . 7万辆，3个新车型顺利投
产，2014年产值达到644亿元，
今年有望突破千亿元，成为继
富士康之后全市第二个超过千
亿元的企业。

行政审批事项

精简幅度达49 . 8%

去年，烟台还不断加大改
革开放力度，发展活力明显增
强。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市县
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市级
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幅度达到
4 9 . 8 % 、行政权力事项压减

48 . 7%。
全面落实“营改增”政策，

为纳入试点的近2万户企业减
负近10亿元。全市新登记各类
市场主体8 . 9万户、同比增长
93 . 7%，增幅创历史纪录。

龙大肉食、绿叶制药、杰瑞
能服在境内外上市，同立高科、
婴儿乐、天鸿模具等9家企业在

“新三板”挂牌，全市上市公司
达到34家、居全省首位。

对外开放再上新的水平。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1 7 . 7亿美
元，完成进出口总额527 . 5亿美
元。

渤海跨海通道

力争入列“十三五”

去年，烟台构建起了现代
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为发展增
添新的动力。

于爱军说：“全市人民翘首
以盼的青烟威荣城际铁路济南
方向通车，构建起胶东半岛1小

时通勤圈、烟台济南3小时通勤
圈，烟台正式迈入城铁时代，全
市人民饱受交通不便之苦的日
子从此终结。”

同时，潍莱高铁争取年内
与济青高铁同步启动建设，建
成后烟台至济南行程将缩短为
2小时；龙烟铁路将于明年建成
通车，烟台将再增一条北部铁
路大通道；青岛到海阳城际铁
路、环渤海高铁进入省城际轨
道交通网规划。

备受关注的还有渤海海峡
跨海通道项目，省委、省政府正
全力争取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列
入国家“十三五”规划。

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

比重超60%

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政
府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在这
一方面，政府交出了怎样的答
卷？

于爱军说：“全市用于民生

领域的支出达到346 . 6亿元，民
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
60 . 3%，烟台跻身中央电视台评
选的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前10

强。”
具体来看，政府通过做好

为民服务实事、加快建设文化
大市强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等工作来提高市民的幸福指
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

要再上新台阶

于爱军说：“2015年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
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要争取在全市人民的
大力支持下，经济社会发展再
上一个新台阶。”

具体来说，要更加突出转
调发展，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
结构的关系，推动投资、消费、
出口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做好

“向蓝”、“登高”、“望远”三篇文
章，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

此外还要更加突出深化改
革、更加突出对外开放、更加突
出创新驱动、更加突出城乡统
筹、更加突出改善民生。

加快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的
民生保障体系、立体化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更加严格的安
全监管体系和生态保护体系，
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保障、心
灵得到温暖、身心保持健康。

本报2月4日讯(记者 苑菲菲
通讯员 牟晓燕 崔新明 ) 4

日上午，烟台市公安消防支队举行
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
治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全市13

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

烟台市政府安委会自去年12

月5日部署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密集
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消防部
门共排查出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
劳动密集型企业13家。

13家企业分别是：烟台善斌服
装有限公司、烟台清泉纸制品有限
公司、烟台晶英电子有限公司、烟
台绮丽司凯服装有限公司、牟平区
华鹏商行、烟台维佳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招远市英顺家纺有限公司、
龙口三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烟台
盟禾板材有限公司、山东豪克国际
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海阳市时尚制
衣有限公司、烟台天奕电子有限公
司、莱阳聚英大厦尚座服装市场。

这些企业存在的火灾隐患大
多为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配
备数量不足，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按规定设置，
未设置室内消火栓，室内消火栓无
水，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灭火器配
备数量不足，建筑防火间距不足，
有的还存在未进行消防设计审核
擅自施工，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
使用，采用易燃材料搭建和装饰装
修，宿舍、车间、仓库设置在同一建
筑物内。

消防整治发布会上

13家企业被通报

部分房企年终奖

没那么“任性”市市人人大大常常委委会会举举行行第第二二十十六六次次会会议议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李
楠楠) 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电
子商务如今已经成为各行各业
竞相追逐的领域，甚至连乡村
都在其中大展拳脚，日前，我省
首批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名单
出炉，在公布的79个第一批重
点培育推进的省级电商示范村
中，烟台市有5个村入选。此外，
苹果、大樱桃、鱿鱼丝等入选全
省电商新产品推进计划。

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推
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
精神，山东省决定2015年在全

省中小企业系统开展“电商推
进年”活动，省、市、县三级主管
部门组织实施电商村、电商市
场、电商园区、电商专精特新产
品、电商特色服务企业和电商
平台6项电商示范推进计划。
2015年全省确定79个村、73个
市场、79个园区、391个专精特
新产品、138个特色服务企业、
89个电商平台列入第一批山东
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年”
省级示范推进计划。

在公布的79个电子商务示
范村名单中，蓬莱市抹直口村、

福山区张格庄镇下汪家夼村、
海阳市核电装备制造园区西远
牛村、莱州市平里店镇麻渠二
村以及莱山区清泉寨等5个村
位列其中。

数据显示，2014年，这79个
村网上销售额为27亿元，计划
到2017年达到112亿元，网上销
售比例由21%提高到54%。

此外，烟台安德国际冷链
物流网、栖霞市蛇窝泊果品批
发市场、海阳国际针织毛衫城、
莱山永盛建材家装市场、莱州
玉石雕刻专业市场等入选全省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专业市场推
进计划名单；烟台市大学生创
业园电子商务孵化基地、莱山
电子商务创智园等入选全省中
小企业电子商务专业园区推进
计划名单；山东鲁花营销有限
公司的花生油，福山区春早果
蔬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大樱桃，
龙口市大洋食品有限公司的鱿
鱼丝、鱼片等入选全省中小企
业电子商务专精特新产品推进
计划名单；栖霞苹果电子交易
平台等入选全省中小企业电子
商务平台推进计划名单。

全全市市五五个个村村入入选选全全省省首首批批电电商商示示范范村村
苹果、大樱桃、鱿鱼丝等入选全省电商新产品推进计划

本报记者 张晶

一说房地产，一谈年终奖，多
数上班族两眼放光，“发不少吧”的
艳羡挡都挡不住。不过据记者近日
了解，部分房企今年的年终奖不像
往年那么任性，有的房企去年年终
发两万，今年只奖三亚游。据了解，
因为2014年度业绩下降，不少企业
年终奖明显缩水。

房企年终奖一直让职工抱有
很大期待，往常年终奖都以万为单
位计算，如果今年突然说不发了，
你的心里啥滋味。最近，在一家大
型房企上班的小欧正为此事发牢
骚，今年年终奖不发钱而改作去一
趟三亚旅游，听闻此事，售楼处顿
时怨声四起。“还能不能开开心心
过年了？”小欧无奈调侃。

据小欧介绍，公司2014年度的
销售业绩一直不景气，自己的业绩
也随之下滑，年底的福利直接缩
水。

与小欧有相似经历的不在少
数。记者采访了多名在房企上班的
一线职工及管理层，多数说“我们
没有外面传得那么夸张”。

“300元现金补贴，再加上三四
百元的东西，就这些东西，每年都
一样。”烟台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工
作人员于女士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房企年终
奖都低调，既然跟业绩挂钩，也有
房企业绩好于去年，普通员工年底
发上万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2015年1月26日，招远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王德顺、李淑
梅辞去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同时补选孙
浩文为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月31日，莱阳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方晓鸣、贺业增为烟台
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确认辞职代表的
代表资格终止，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

现在，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496名。

根据工作需要，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将烟台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室更名为烟台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本报记者 张琪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张
琪 ) 4日上午，市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东
山宾馆举行。市人大常委会
第一副主任李淑芹，副主任
张维利、于旭华、高琦，秘书
长李勃等常委会组成人员出
席会议。李淑芹主持全体会
议。

会议传达了山东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精神。

会议审议通过了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调整和补充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调
整的《烟台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 )》、烟台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设立烟台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的决定》和《关于烟台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代表工作室更名为烟台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
事代表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李淑芹强调，一要贯彻落
实好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精神。与贯彻中央、省、市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根据常委会今年工作要点，研
究制定工作计划，为全年工作
开好头、布好局，确保完成各
项任务目标。二要筹备好市十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要集中精
力，全力以赴，把各项筹备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三要进一
步严肃会议纪律。市人代会期
间，常委会组成人员要从讲政
治的高度，切实增强纪律意
识、规矩意识，严格遵守中央
八项规定，严格遵守会议各项
制度和纪律，维护好人大代表
的形象，营造风清气正的会
议环境，确保会议圆满成功。

人事代表工作室更名为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补选贺业增等为市人大代表

本报记者 张琪

“今天是个好日子，立春意味着万象更新。”2月4日下午，
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去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爱军以“立春”来了个开场白。

通报中也有“新气象”：去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6002亿
元，同比增长9 . 1%；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90 . 2亿元，同比
增长12 . 1%，高于全省1 . 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 . 6%和1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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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4日讯(记者 张晶)

据同策咨询数据统计显示，2015年
1月六区楼市成交2781套，环比12

月下降25 . 2%，同比去年上涨30%。
受年末推盘项目少的影响，成交量
出现大幅下滑。1月份六区成交均
价为6970元/平米，环比12月下滑
7 . 3%，同比去年下滑8%。

六区商品房
1月份量价齐跌


	J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