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凡利在烟台蓬莱国际机场调研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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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张
琪 ) 5月16日下午，市委书记
孟凡利专程来到烟台蓬莱国际
机场，实地调研新机场转场各
项准备工作情况。他强调，越是
新机场启用在即，越要高度重
视安全运营和服务质量，加强
监督管理，确保便捷通畅，实现
新机场成功转场、顺利启用，让
每一位旅客安全出行、方便出
行、愉快出行。市领导李树军、
王中陪同活动。

调研期间，孟凡利先后实
地察看了新机场国内出发大
厅、安检通道、国际出发大厅，
认真听取了机场转场、运营安
全准备情况汇报，对前期各项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道路
绿化、景观效果、室内装修等提
出具体指导意见，要求相关单

位一定高点定位、注重细节、加
快进度，以最高最严的标准加
强硬件和软件建设，充分展示
开放城市的良好形象，为旅客
营造良好的出行氛围。

孟凡利指出，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的建成，标志着烟台城
市现代化、国际化程度的进一
步提升，标志着烟台重大基础
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是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目
前，新机场转场和启用各项准
备工作有序推进，相关单位一
定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再
接再厉、强化措施，确保新机场
按期投入使用。要切实强化安
全保障，始终把安全运营放在
首位，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找
机场运营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
患，完善应急预案，搞好物资储

备，加强应急演练，全面做好旅
客安检、环境秩序、设施维护等
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提高便
捷化和通畅度，做精做密国内
航线、做长做优国际航线，提升
客运、货运吞吐量，增强辐射带
动能力；以新机场为枢纽完善
现代交通体系，把航空、铁路、
公路交通有机结合，建立多种
运输方式协同的运营模式。要
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搞好企业
科学运营管理，加强人员培训、
对外交流和人才引进，不断提
升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让旅客感受到国际化、现
代化的服务品质。

孟凡利强调，要精心做好
机场这篇大文章，更好地发挥
空港核心战略性资源优势。要
大力发展航空生产性服务业，

积极拓展航空制造、航空租赁、
航空物流、金融保险、商务会
展、服务外包等产业，着力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大力发展
临空经济，积极拓展非航业务，
进一步完善临空经济区发展规
划，以机场为核心划分不同特
点的功能区，引进航空产业
链高端龙头企业，提升产业
创新能力和相关配套产业，
形成集成集约集群优势，更
好地助推烟台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相关单位要认
真搞好机场周边环境整治，
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不断增
强新机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推动烟台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竞争优势，为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幸幸福福区区片片要要尽尽快快建建设设滨滨海海道道路路
孟凡利考察城区道路建设时指出，抓紧成立专门机构，加快编制选线方案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张
琪 ) 5月17日上午，市委书记
孟凡利深入到芝罘区幸福区片
现场考察滨海西路规划选线情
况，认真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当
场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批
示。

孟凡利指出，烟台拥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特别是滨海路更是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条道路

“山海城”相连、“岛林泉”相融，
拥有优美的海岸线、优质的港
湾、秀丽的海岛以及厚重的海洋
文化、红色文化、开埠文化、葡萄
酒文化、民俗文化等，完全具备
了打造一流黄金旅游线的自然

和人文资源禀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

重点针对芝罘区幸福区片滨海
道路缺失现状，本着“建设以滨
海旅游功能为主的城市道路”
的规划定位，抓紧成立专门机
构，加快编制选线方案，力争尽
快启动建设。要通过全线打通
滨海旅游路，为烟台市民和外
地游客提供一条新的滨海休闲
娱乐黄金岸线，使其真正成为
中心城市最靓丽的会客厅、全
市最具吸引力的核心旅游路线
和推动转调发展的强大引擎。

孟凡利强调，规划建设管
理是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对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全面提升城市形象，不断提
高群众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
义。要本着对历史、对人民高度
负责的态度，着力提高城市规
划的科学性、前瞻性、权威性、
严肃性，更好地发挥规划对城
市建设的引领、调控、约束、促
进作用。要牢牢把握地域、民
族、时代等核心要素，更加注重
传承历史血脉、保护自然风貌、
融入现代元素，加快健全完善
城市基础设施，推动中心城市
扩容升级，不断增强城市的综
合承载能力，为城市打造靓丽
名片，留住城市的人文特色和

历史记忆。
特别要加快推进老城区改

造提升，显著改善人居环境，更
好地造福广大市民。要深入推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目标
量化、标准细化、职责分工明晰
化，建立健全以网格化为支撑
的智慧城市管理服务系统，加
快形成“精致精准、细致细腻、
规范有序”的城市管理模式，做
到于细节之处见水平、于细微
之处见品位、于细腻之处见功
夫，加快建设更具吸引力、影响
力、辐射带动力和更高知名度、
美誉度、群众赞誉度的现代滨
海城市。

孟凡利在栖霞市和

福山区调研党建工作
本报5月17日讯 5月16日，市

委书记孟凡利先后到栖霞市、福山
区部分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就
基层党建工作进行调研。

调研中，孟凡利指出，加强党
的建设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
障，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全市各级
党组织要按照“四个全面”的部署
要求，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法治思维和改
革创新精神，把每条战线、每个领
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
抓深入，全面提升烟台市党建工作
科学化水平。

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
导向，坚持“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
花、劲往基层使”，坚持不懈抓基
层、打基础、强服务，切实增强基层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本报记者)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本报5月17日讯 15日上午，
市委召开市直部门落实“两个责任”
座谈会，对“两个责任”进行再深化、
再强化，对“两个责任”落实情况进
行再调度、再部署，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市委书
记孟凡利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孟凡利在讲话中指出，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党
章赋予各级党委、纪委的重要职
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能
不能抓到位、抓出成效，关键在“两
个责任”能不能落到实处。落实“两
个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
求，要深刻认识履行“两个责任”是
必须扛起的政治担当、必须完成的
政治任务，也是必须遵守的政治纪
律，要毫不放松地抓在手上、抓出
成效；落实“两个责任”是应对反腐
败严峻形势的紧迫任务，要强化责
任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切实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落实“两
个责任”是加快发展的现实需要，
要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改革发展

“两手抓、两手硬”，以党风廉政建
设保障改革发展，以改革发展成果
检验党风廉政建设成效。

(本报记者)

本周晴暖风稍大

今天或有雷阵雨

本报5月17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周末经历了晴朗舒适的天气
后，上班第一天雷阵雨便可能“来
访”，受一股弱冷空气影响，18日上
午烟台市部分地区将出现雷阵雨
天气，同时气温略有下降，提醒广
大市民注意防范。

本周气温相比5月初的“跌宕
起伏”来说算是平稳，最高气温在
28℃左右徘徊，市民的体感温度应
该非常舒适。但本周的风将刮得

“五花八门”，风向随机播放，风力
随时发威，周一和周日当天风力比
较大，阵风能够达到7级。

据烟台气象台17日16时发布
的天气预报，烟台市区及各县市，
18日，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南风
5到6级阵风7级，中午前后转西北
风4到5级，最高气温沿海26℃，内
陆28℃；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多
云，西北风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
13℃到28℃；19日夜间到20日白
天，多云转晴，西北风3到4级，气温
12℃到26℃；21日到22日，晴转阴，
南到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气温
16℃到29℃；23日到24日，晴间少
云，西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气温
16℃到32℃。

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购房节第一季盛大启幕

现现场场发发放放1155万万元元首首付付资资助助金金奖奖券券
本报5月17日讯(记者 张

晶) 16日上午，由齐鲁晚报主
办的“2015齐鲁晚报烟台楼市
购房节”在世茂广场盛大启幕。
经过购房者推荐，最受期待的
十余家品质楼盘来到现场参加
活动。活动现场各楼盘项目给
出了平时在售楼处享受不到的
购房节专属优惠。同时，齐鲁晚
报现场发放15万元首付资助金
奖券，帮购房者减轻首付负担。

上午8点，各楼盘的工作人
员早早布置好了展位。此次活
动共有十余家品质楼盘参与，
既有实力雄厚的一线房企，也
有知根知底的本地项目。产品
类型上，既有刚需、改善类的住
宅产品，也有适合投资的公寓、
商铺等。

为了促进成交，在购房节
现场，万科御龙山、中铁逸都、
五彩都会、宝龙城市广场、天马
中心广场、中建悦海和园、容大
东海岸、兴盛铭仕城、海边、融
科迩海、官庄豪庭等楼盘都带
来了购房节专属优惠。万科御
龙山项目推出5套特价房源；中
铁逸都6#楼特定房源额外优
惠3万元；五彩都会项目推出公
寓交1万抵1万3、商铺交5万抵
10万的优惠政策；宝龙城市广
场推出“5人成团”活动，团购越
多优惠越多；中建悦海和园项
目也推出5套特价房，4450元/

平方米起，买房送车位。
各项目推出的优惠政策让

购房者纷纷出手，在活动现场，
万科御龙山、中铁逸都、宝龙城
市广场、天马中心广场、五彩都

会、兴盛铭仕城、中建悦海和
园、容大东海岸等多个项目迎
来了明确的意向客户。位于牟
平的海边、融科迩海、官庄豪庭
等项目也纷纷迎来了预约看房
者。

活动现场，不仅可以享受
各项目带来的购房节专属优惠
政策，幸运的购房者还将获得
由齐鲁晚报提供的1 0 0 0元到
10000元不等的首付资助金奖
券。从早上8点开始，陆续有来
自市区以及各县市区的购房者
来到现场填写奖券。现场共发
放15万元首付资助金奖券。除5

个万元首付大奖外，所有到场
报名的购房者都获得了1000元

的首付资助金奖券。5月16日的
活动为购房节第一季，三季结
束后所有购房成交者还可共同
参与抽取汽车大奖。

辛女士是现场5个获得万
元首付大奖的幸运儿之一，领
取大奖后她激动地说：“最近正
好有买房的打算，但手头的钱
有点紧张，有了这个首付大奖
能减轻一些负担。”由于奖券的
有效期是一个月，辛女士称当
天下午就要到几个意向楼盘抓
紧看房。

“孩子马上要结婚了，想给
儿子买个婚房，但是首付没凑
够，正好看到齐鲁晚报搞这个
活动，来了之后觉得优惠还挺

大的。”于女士早上8点多来到
现场，一直到活动结束才离开，
中间还把准儿媳叫到购房节现
场。虽然没获得万元首付大奖，
但也领到了1000元的首付资助
金奖券。

在此提醒获得万元首付大
奖以及领取1000元首付资助金
奖券的购房者，所有获奖者需
在6月17日前持与活动参与楼
盘的购房合同以及现场领到的
首付资助金奖券到齐鲁晚报

《今日烟台》处领取奖金。本奖
券只限于在活动参与楼盘中使
用，且专款专用，逾期作废，具
体领取规则可拨打18660095707

咨询齐鲁晚报工作人员。

购房节现场，小朋友在画布上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家。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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