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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烟台市海洋经济发展意见》出炉

力力助助推推海海洋洋业业产产值值突突破破22880000亿亿

推进丁字湾莱阳部分、海阳
临港产业聚集区报批，引导用海
项目向规划区内集聚，提高海域
资源利用效率。

推进区域用岛规划管理，
加强无居民海岛保护与利用，

开展无居民海岛确权发证工
作，争取2个以上无居民海岛列
入全国第二批开发利用无居民
海岛名录。

推进烟台海洋产权交易中
心建设，制定《烟台市海域使用

权招拍挂办法》，开展海域使用
权市场化配置管理。出台用海项
目竣工验收管理意见，对围海、
透水构筑物等严重改变海域自
然属性的项目实行竣工验收管
理。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陈爱福 ) 20日起，福

山区将正式启用64处高清监控球
机，主要针对河滨路、福海路等7条
道路违停等行为进行抓拍。

记者了解到，64处高清监控球
机其实已于2015年1月1日就对相
关路段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法停
车的车辆进行监测，只是并未进行
处罚。但是部分驾驶员虽然清楚在
设置禁令标志的路段禁止违法停
车，但依旧违法停车，不顾及他人
利益，给道路“添堵”。

4月20日，64处高清监控球机
将正式启用，抓拍道路违停等行
为，并进行处罚。高清监控球机拍
摄车辆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7条道
路为河滨路、福海路、南苑街、城里
街、县府街、商业街、文昌街。

福山将启用64处

高清监控球机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蒋
大伟) 进入4月的烟台气温坐
上了“过山车”，昨日烟台迎来
今年入春以来的最高气温，其
中 福 山 区 的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28 . 5℃。关注天气预报的伙伴
早已将“防热”短袖套在里面，
中午脱下外套拥抱“夏天”，其
他没看天气预报的小伙伴今天
也别急着翻箱子找短袖。因为
今天烟台市将迎来大风降温天
气，最高气温只有16℃。多变的
天气，市民注意增减衣物。

15日，记者从烟台气象台
了解到，当天烟台全市的气温
基本都在24℃以上，其中最高
气温出现在福山区为28 . 5℃，
这也是烟台市今年入春以来的
最高气温。此外，海阳市的最高
气温为18℃，烟台市区的最高
气温为26 . 5℃。

进入四月，港城的天气进
入了随机播放的模式，市民感
叹这天气让自己陷入“昨天穿
秋裤、今天脱秋裤，明天又穿秋
裤”的循环中。15日，突然间的
升温让港城市民的穿着呈现

“一天四季”的景象，关注天气

预报的伙伴早已将“防热”短袖
套在里面，中午临近扒下外套
就拥抱夏天。不看天气预报的
小伙伴却还裹着棉衣出门，无
奈享受了一番“春日桑拿”。

先不要着急翻箱子找短袖，
16日一股冷空气瞬间到来，最高
气温只有16摄氏度，提醒你穿着
合适衣服出门，以防感冒。

据烟台气象台15日16时发

布的天气预报，16日，多云转少
云，有浮尘，西北风6到7级，阵
风8级，气温9℃到16℃；17日，
晴间多云，西到西南风4到5级，
气温6℃到23℃。

2288 .. 55℃℃！！昨昨日日迎迎今今年年最最高高温温
但今天最高只有16℃，市民别着急翻箱找短袖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2015年，福
山区政府投入两千多万元开展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畜禽养殖大棚
拆迁工作。区环保局牵头组织，对
辖区门楼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列入拆除范围的畜禽养殖大棚
(舍)进行了详细的排查统计，全力
拆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畜禽养
殖大棚。

按照水源地保护区内不能存

在污染超标项目、不能新上任何污

染项目、不能产生一处破坏水体现

象的原则，福山区采取边签协议边

拆除、边治理边防控、边督导检查

边考核的方式方法，迅速推进。截

至目前，共清栏47家，拆除畜禽养殖

场31家，拆除面积为68786平方米。

为保水源地

拆除31家养殖场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高明华 ) 烟台
大棚樱桃陆续上市，但产量
少 ，价 格 高 ，外 运 销 售 量 不
大，外地朋友想吃到正宗烟
台大樱桃还要等 5月下旬凉
地樱桃上市。采访中记者获
悉，如今凉地樱桃刚开花，顺
丰快递就已经开始备战樱桃
季物流运输，近200辆冷链车
已准备就绪，每日运力可承
受350吨。

大樱桃是春季上市最早的
果品，烟台大樱桃远近闻名，受
到全国各地市消费者的喜爱，
快递公司从中嗅到了“商机”，

2014年顺丰速运率先开通大樱
桃运输专线，搭建起烟台大樱
桃“产地直采”平台，做起了烟
台大樱桃的“代理商”，其他品
牌快递也纷纷涉足。

“去年大樱桃上市季节，来
自电商和散户的订单一天达
3200多单，日均运输樱桃量达
160多吨，预计今年日均量能达
260吨，运输总量能达5200吨。”
顺丰速运烟台区相关负责人
说。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做好今年大樱桃的外运工作，
公司早在去年11月份便开始着
手准备。“去年60多台冷链车今

年增加到199台，并且总部又增
加了一架飞机，今年专线运输
樱桃的就有两架飞机了。”该负
责人说。

“我们每辆冷链车上都装
有温控定位仪，全程监控樱桃
的运输过程。”顺丰工作人员
说，今年在原来8条冷链线基础
上增加了9条新线路，同时一线
快递业务员增加400多人，此外
中转场和客服部门还将增加近
200人。“今年还专门印制了烟
台大樱桃专业包装箱，业务员
见到这种包装箱后优先派送，
从接到快递到送到客户手中要
在2个小时内完成。”顺丰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方便果农运送，保证

大樱桃时效，除了黄务的中转
场，今年我们又在福山增加了
一个中转场。”顺丰工作人员
说，储存大樱桃最适合的温度
是0到4℃，因此今年在中转场
安置了容量30吨的冷柜。

“樱桃季全省80%的航班
运力都可以帮助我们运樱桃。”
顺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
确保烟台大樱桃顺利运出去，
将调度运力、设备、人员等前来
帮忙。“我们今年做了充足的准
备，每日可承受运力已经远远
超出预计的260吨。”

凉凉地地樱樱桃桃刚刚开开花花，，快快递递““等等不不及及””了了
顺丰备200辆冷链车，提前备战烟台大樱桃上市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张山

记者从烟台市
海洋与渔业局了解
到，《2015年烟台市
海洋经济发展意
见》出炉，产业发展
重点主要在海洋渔
业、滨海旅游业、海
洋新兴产业等方
面，通过采取一系
列的推进措施，力
争全市主要海洋产
业产值突破2800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5%，超额完成全
市“十二五”海洋经
济发展规划目标。

2015年，海洋渔业着力培育
水产种苗业、水产养殖业、增殖
渔业、远洋渔业、水产加工流通
业、渔业休闲产业六大产业。力
争全市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850

亿元。
在提升水产养殖业方面，

发展浅海贝类养殖和海水鱼工
厂化养殖，全市海水养殖产量

稳定在116万吨，产值165亿元。
发展50万亩海参底播生态养殖
和5万亩海参池塘(围堰)养殖，
海参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50亿
元。

引导东方海洋等重点加工
企业建设水产品加工基地。推
进中国(安德)国际远洋渔业产
品展示交易中心、中国(烟台)金

枪鱼交易中心等市场建设。
同时做大增殖渔业。扩大

增殖放流规模，全年放流水产
苗种10亿单位，为渔民增收3亿
元。打造莱州湾、长岛、养马岛、
崆峒岛等 1 0处海洋牧场示范
区。实施多元化精品休闲渔业
项目，休闲渔业产值达到25亿
元。

海洋渔业>> 海洋渔业产值达到850亿

将重点围绕“山海仙境·葡
萄酒城”旅游主题形象，建设好

“仙境烟台”高铁营销平台、旅游
产品代理营销平台、旅游推广中
心营销平台、网络媒体营销平台

“四大旅游营销平台”。
同时加快推进长岛生态旅

游度假岛和9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的建设，提升邮轮旅游、海上观
光、休闲垂钓、帆船帆板海上休
闲运动等海洋休闲系列主题产
品，发展海洋休闲度假旅游。

编制完成《烟台旅游公共服
务设施规划》，制定《烟台市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等级划分及评定标
准》，加快建设汽车总站咨询与旅
游集散中心、蓬莱国际机场咨询服
务中心，推进城际铁路烟台南站咨
询与旅游集散中心建设，设置旅游
信息窗，建立覆盖全市的旅游公共
服务集散及咨询网络。

滨海旅游业>> 发展海洋休闲度假旅游

海洋资源>> 开展无人海岛确权发证工作

阳光暴晒下，游客纷纷拿外套遮阳。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环保世纪行活动

昨日启动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 15日上午，烟台市人大常委
会在毓璜顶宾馆举行烟台环保世
纪行组委会会议，正式启动今年
烟台环保世纪行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环
保世纪行组委会主任张维利指
出，今年的环保世纪行活动，以水
源地保护为主题，以畜禽养殖业
整治规范为重点，推进市区饮用
水源地保护工作。

张维利强调，要紧扣主题，抓
住水源地保护特别是畜禽养殖业
整改工作中的热点、难点，强化舆
论监督，推动问题解决。

市畜牧兽医局负责同志向会
议通报了烟台市饮用水源保护区
内畜禽养殖业整顿规范工作情况。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 近日，龙
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人员在
对辖区某公司从以色列进口的一
批货值350万美元的成套设备进行
开箱检验时发现，该批货物对照合
同提单缺少部分部件，货值约19万
美元。工作人员将此情况第一时间
告知企业并展开调查，帮企业挽回
了损失。

在此，龙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提醒广大进口企业，由于进口成套
设备往往货值高、数量大、包装件
数多，容易发生货物漏发、短少等
情况，因此要重视开箱核对货物数
量的工作。

龙口检验检疫挽回

企业19万美元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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