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4日讯 14日上午，
全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
暨工作会议在东山宾馆召开，市
委书记孟凡利作专题教育党课
并对全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市委副
书记张永霞主持会议。

孟凡利在作专题教育党课时
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
充分认识到，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马克思
主义政党建设、促使领导干部修
身为政成事的重要遵循，是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的必要举措，是延展深化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入推
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
的有效抓手，是适应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推动烟台各项工作“率
先走在前列”的必然选择，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要紧密联系烟台实际，找准找
实找透干部队伍思想和作风上存
在的修身不严、用权不严、律己不
严、谋事不实、创业不实、做人不
实等6个方面突出问题。各级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做到“四个牢
记、四个坚持”：一要牢记心中有
党，坚持讲政治、重操守。高举理
想信念的精神旗帜，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决贯彻执行省委、市委的决
策部署，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
通。二要牢记心中有民，坚持讲公
权、惠民生。着力强化宗旨意识，
正确对待手中权力，自觉接受群
众监督。三要牢记心中有责，坚持
讲实干、善作为。紧紧围绕“率先
走在前列”的目标要求，高点定位
提升标准，坚定信心奋发作为，科
学务实真抓实干，不断在新的起

点上把烟台的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四要牢记心中有戒，坚持讲规
矩、守法纪。全面加强党性修养，
严格党内生活锻炼，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依法依
规用权。要把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紧密结合起来，与推动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紧密结
合起来，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
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紧
密结合起来，与做好本地区本部
门各项重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常规工作和专题教育
两促进、两提高。

对扎实开展好全市“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孟凡利强调，各级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署要求，
充分认识“三严三实”的丰富内
涵和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确保抓紧抓实、
抓出成效。要突出抓好“四个关
键动作”，坚持领导带头、讲好专
题党课，落实从严要求、搞好专
题学习研讨，弘扬整风精神、开
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
会，更加注重实效、持续抓好整
改落实和立规执纪，推动专题教
育各项任务要求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要把开展专题教育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强化责
任落实，坚持从严标准，注重统
筹兼顾，形成工作合力，以践行

“三严三实”、推进作风建设的实
际成效，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张永霞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思想
认 识 ，真 正 用“ 严 ”的 精 神 和

“实”的办法开展好“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从“严”上要求，向

“实”处着力，确保专题教育扎
实开展、取得实效。要按照既定
步骤和时间节点迅速行动起来，
高质量抓好专题党课、专题学习
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
活会、整改落实和立规执纪“四
个关键动作”，保证专题教育不
空、不虚、不偏。要强化问题导
向，以“三严三实”为镜子照一
照思想，以“三严三实”为尺子
量一量行为，着力解决好“不严
不实”的问题。要坚持两手抓、
两促进，通过开展“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提振精气神、锤炼好作
风、展现新作为，把激发出来的
热情干劲和优良作风，有效转化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
力，不断开创烟台各项工作的新
局面。

会上，有关县市区和部门、
企业作了交流发言。

本报记者

全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暨工作会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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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张
晶 ) 近日，烟台市相关部门公
布了《烟台市区2015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2015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总量为812 .138465公顷，住宅用地
为159 .422744公顷。其中商品住房
用地为148 . 092874公顷，与2014年
的555 .770257公顷相比，减少7成。

《计划》指出，2015年烟台
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为
812 . 138465公顷，具体到用地供
应结构上，商服用地126 . 854912

公顷，工矿仓储用地330 . 188003

公顷，住宅用地159 . 422744公
顷，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11 . 32987公顷，商品住房用地
148 . 092874公顷。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上，烟台开发区建设用地供应
量所占比重最大，为249 . 52758

公顷，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
30 . 27%；其次是莱山区，占建设
用地供应总量的20 . 58%。

从《计划》公布的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结构数据中了解到，
2015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为812 . 138465公顷，2014年的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供 应 总 量 为
1489 . 605038公顷，比去年减少4

成多。今年的商品房住宅用地
供应计划有了大幅下降，2014

年商品住房用地555 . 770257公
顷，2015年商品房住宅用地为
159 . 422744公顷，比2014年减少
了7成。

另外，2014年的保障性住
房用地为3 . 339264公顷，2015年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计划为
11 . 32987公顷。

今年的土地政策总体要推
进差别化土地利用和管理，做
好用地保障工作，按照“严控增
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有保
有压”原则，建立健全差别化管
理政策。

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
造住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
房用地供应量不低于住宅用地
供应总量的70%，对于各类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用地做到应保
尽保。优先安排社会民生建设用
地，重点保障基础设施项目和重
大产业项目及符合烟台市可持
续发展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蓝色经

济等主导产业项目建设用地。
同时，政策还要求强化土

地计划规划管控引导作用，严
守耕地红线。严格按照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
划使用土地，确保耕地总量和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建
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

2015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公布，总量为812公顷

商商品品住住宅宅用用地地，，今今年年拟拟少少供供77成成

单位：公顷

商服用地

126 . 854912

工矿仓储用地

330.188003

住宅用地

159.422744

其中，
保障性安居
工 程 用 地
11 . 32987公
顷，商品住
房 用 地
148.092874公
顷。

2015年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开开发发区区

3300 .. 2277%%莱莱山山区区

2200 .. 5588%%

高高新新区区

1177 .. 8833%%

福福山山区区

1122 .. 8866%%

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李
楠楠) 今年高考志愿怎么填？
听听专家怎么说。14日，记者从
烟台二中获悉，17日在烟台二中
校园开放日当天，复旦大学招
生组负责人将在现场为考生和
家长解疑答惑。

今年是教育部自主招生新

政实施的第一年，新的高校自
主招生政策是怎样的？面对已
经开始的高中生活，如何科学
规划高中三年？如何在高考中
厚积薄发，在高校选拔中脱颖
而出？在5月17日的烟台二中校
园开放日现场，复旦大学招生
组负责人将针对以上一系列家

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一做
出解答。本场报告将从复旦大
学教学和招生工作出发，对高
校的专业设置、学科培养、人才
选拔、自主招生政策等方面为
家长、学生们现场答疑解惑。据
悉，2013年复旦大学同时录取了
6名烟台二中学子；2014年4名二

中学子迈入复旦大学校门。
另外，烟台二中2015春校

园开放日系列活动将全方位展
现烟台二中的日常管理、课堂
文化、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
欢迎广大市民走进烟台二中新
校区，了解百年二中的校园文
化。

复复旦旦老老老老师师师师周周末末来来烟烟，，解解析析高高考考录录取取政政策策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楠

楠) 日前，山东省级第二批“宜居
小镇、宜居村庄”示范镇、村出炉。
其中烟台市长岛县南隍城乡、福山
区门楼镇入选省级宜居小镇。莱阳
市团旺镇光山村、莱山区莱山街道
解村、长岛县砣矶镇磨石嘴村、牟
平区龙泉镇马家都村、莱州市永安
路街道海庙孙家村、莱州市永安路
街道五里侯旨村、福山区张格庄镇
瑶台村、招远市蚕庄镇前孙家村、
栖霞市苏家店镇后寨村9个村庄入
选省级宜居村庄。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王永
军 实习生 艾婷玉) 记者从烟
台市商务局了解到，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近日在上
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18家
烟台参展企业共达成意向和协议
订单2180万美元。

烟台共组织山东新冷大、山东
北大荒、烟台枫林食品等18家企业
参展，占全省参展家数的39%；设
置展位21个，展位数和参展企业数
均创历届新高。

18家食品企业

揽金2180万美元

11村镇入选第二批

省级宜居村镇

日前，栖霞金泉包装分布式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顺利并网发
电，标志着栖霞市光伏发电实现
零的突破。项目总投资约75万
元，利用屋顶面积600多平方米，
安装250瓦多晶硅电池组件400

片，总装机容量100千瓦。项目建
成后，每年平均发电量12万千瓦
时，年可节约标煤36 . 66吨，减少
大气排放95 . 3吨。
通讯员 王强 任梦 张峻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影报道

莱山公路局启用网络

档案数字化平台

本报5月14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桂梅 迟恒 晓宁)

近日，莱山公路局通过网络档案
数字化平台对档案进行收集存档，
目前，已制作完成数字化文书档案
4088件、著录目录4306条、扫描纸
质文件26600页，全部工作将于5月
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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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4日讯(记者 陈莹)
14日，记者从山东省鲁东京剧文

化促进会获悉，山东省京剧院、山
东省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将联合
建立基层联络基地。

为庆祝基层联络基地建立，5

月16、17日连续两天，山东省京剧
院、山东省鲁东京剧文化促进会在
济南“梨园大剧院”联合举行京剧
演唱会，届时有山东省京剧院的京
剧名家、山东省鲁东京剧文化促进
会的京剧名家名票，济南京剧联谊
会，临清京剧联谊会的名票同台演
出，将为观众呈献两场精彩的京剧
演出。

省京剧院与鲁东京促会

合建基层联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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