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编辑：王红 美编：史晓杰 校对：于同济今 日 烟 台 城事<<<< C03

张永霞在县市区调研强调抢抓中韩产业园新机遇

加强与韩国产业对接和市场对接

5月楼市成交均价

每平方米6989元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晶)

3日，同策咨询公布了5月烟台房地产
市场情况，上月市区共成交3518套，环
比涨26 .5%，成交均价为6989元/㎡，环
比涨3 .6%，上月新增供应套数7786套，
环比涨50%，创近一年新高。

据同策咨询相关人士分析，月
度成交三连涨，成交动力主要来自
多个近期推盘项目的集中网签；此
外，本月成交结构中，部分相对高
价商品房的集中网签也带动全市
成交均价有所回升。

在烟台楼市新增供应情况方
面，5月烟台市内六区有18个项目
新增供应，合计新增供应7786套、
63 . 07万㎡，环比上月套数、面积分
别上涨50 . 0%、20 . 7%，新增供应量
达到近一年新高。然而，上月成交
3518套，销售量跑不赢新增供应
量，去库存的压力再一次增大，开
发企业的拿地热情再次遇冷。

在土地供求方面，5月6宗土地
供应，本月没有土地成交。

同策咨询相关人士分析，推盘
项目增加将带动成交面逐步回暖，
但楼市的观望情绪依旧存在。6月，
预计有18个项目有推盘活动，供求
回暖的局面有望得到延续，但当前
市场的库存量高，引导购房者入市
的主要因素依旧是高性价比，后市
需谨慎乐观。

市区33个楼盘

将亮相住博会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晶)

2015年住博会的布展工作目前正
顺利进行，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
目前市中心区确定将有29家房地
产企业携33个精品项目参会。此
外，二手房自由交易区还可以扫
描二维码报名。

近年来，芝罘城区发展迅速，
形成南大街沿线、南部新城和幸
福片区芝罘岛等几个区域，与蓝
色经济接轨的芝罘区，城建越来
越展现“新城范儿”。本届住博会
上，芝罘区暂定12家房地产企业携
13个精品项目参加，万达广场、烟
台毅德城、万科御龙山、伴山壹
号、中正公馆、玺萌·长河印象、康
和新城、富有花园、逸城山色、春
华小区等都将一一亮相。

莱山区共有17家开发企业携
20个精品楼盘参会，其中10家房地
产企业携13个精品项目在展馆的B

馆进行展示。莱山区在本届住博
会上展示的项目，除本次冠名的
弘邦宝第，还有万光府前花园和
万光福园、上海滩花园、金地格林
嘉园、观海路8号、宝龙城市广场、
天籁中园、益丰御祥大厦、峰度新
品、河东新城、伯爵山庄、中润国
际大厦等。

此外，二手房自由交易区的
房源征集还在继续，记者从组委
会了解到，现在又新增了微信报
名方式，即关注住博会官方微信

“中国烟台住博会”微信公号，关
注后点击导航栏中的“二手房”，
根据回复内容编辑二手房信息进
行发布，由工作人员统计汇总。

本报6月3日讯 6月2日-3日，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张永霞先后到牟平区、
东部新区、昆嵛山保护区和福山区调研
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情况，检查安全生
产和防汛抗旱等工作，要求各级各部门
抢抓中韩自贸区建设机遇，加快烟台中
韩产业园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努
力维护安全稳定社会局面。市领导王
中、王霄汉、王式亮等分别参加调研。

张永霞察看了部分企业、重点项目
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听取了有关工作
汇报。她指出，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
签署，烟台中韩产业园被确定为中国方
面重点对韩合作园区，并写入中韩自贸
协定及相关配套文件，烟台开放发展迎
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各级各部门要以烟
台中韩产业园建设为新载体，加强与韩
国的产业对接、企业对接、市场对接、园

区对接、文化对接和基础设施对接，推动
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
全方位、立体化、深层次推进对外开放。

张永霞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
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统筹做好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工
作，认真研究“十三五”发展规划，推动
全市经济行稳致远。企业是经济发展的
主体，要把服务企业摆到更加突出位

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

张永霞强调，转方式、调结构、促创
新是加快新旧动力转换的重要引擎，各
类园区是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的主阵地，
要加强软硬环境建设，强力推进招商引
资上项目，把园区打造成为聚集新产业、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高地。

(本报记者)

烟烟台台中中韩韩产产业业园园在在京京对对外外发发布布
设立优势、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受关注

本报6月3日讯 6月3日上
午，烟台市政府在北京举办烟
台中韩产业园新闻发布会，副
市长杨丽出席发布会并作新闻
发布。

会上，杨丽围绕设立优势、
发展规划和政策支持等三个方
面介绍了烟台中韩产业园的相
关内容。她说，近年来烟台市凭
借独特的区位优势、显著的战
略优势、便捷的交通优势、广阔

的市场优势和良好的产业优
势，已成为与韩国经贸交流最
密切的中国城市之一。作为落
实中韩两国元首共识和中韩自
贸协定内容、深化对韩国经贸
合作而重点建设的园区，烟台
中韩产业园将按照“政府搭台、
企业运作、项目带动、利益共
享”的思路，通过与韩国国家级
经济园区探索开展“两国双园”
合作模式，重点在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电子信
息、海洋工程及海洋技术等新
兴产业，物流、商贸、检验检测
认证、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文
化创意、健康服务、养生养老等
现代服务业方面与韩国企业开
展务实合作，致力于发展成为
中韩自贸区产业合作示范区、
东北亚综合国际物流枢纽、“一
带一路”战略合作平台和韩国
元素突出的智慧型宜居新区。

烟台市将努力在投资便利化、
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管理
法制化等方面为落户产业园的
韩资企业创造一流的营商环
境，共同将烟台中韩产业园打
造成为中韩两国政府合作旗舰
项目。

国内外60余家新闻媒体出
席发布会，多家媒体进行了现
场采访。

(本报记者)

“不久的将来，烟台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购买到更多
优质、平价的韩国商品，韩
国泡菜、高丽参、饮料、煎锅
等优质商品将更多出现在
港城市民面前。”说起中韩
自贸协定签订给烟台市民
带来的好处，烟台市商务局
工作人员说，绝大多数进口
商品关税将大幅降低，借助
便捷的交通物流网络，烟台
也正在被打造成韩国商品

的集散地。
今年2月9日，由韩国农林

畜产食品部主导设立的韩国
农食品销售展馆在大悦城四
楼正式开馆，这是韩国政府在
中国设立的首个展馆。未来，
根据规划，烟台将打造成中韩
两国商品进入对方市场的集
散地和中转地，支持烟台保税
港区加快韩国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建设。

随着中韩自贸协定的签

订，对烟台的跨境电商产业来
说也是一大利好。去年3月，烟
台先后获批“跨境贸易电子商
务服务试点城市”和“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城市”。今年5月15

日，烟台跨境电商进口业务正
式落地运行，市民以后购买境
外商品将更便捷。目前，“邮政
跨境易公共服务平台”等平台
已正式上线运营，烟台也成为
继青岛之后省内第二个开展
跨境电子商务直购进口的城

市。
未来，烟台将着力打造

中韩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交易
中心，依托烟台保税港区加
快中韩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
建设，打造保税出口与直购
进口有机结合、货物税与行
邮税合理利用、区内平台与
区外平台互接联动的电子商
务产业格局。

本报记者 王永军 实
习生 艾婷玉

借地缘优势，烟台将成韩国商品集散地

安安全全生生产产

进进社社区区
3日上午9点，东山街道办“安

全生产月”在进德社区四马路门口
举行，现场不仅有歌舞表演，还有
消防、交警、安监、防疫站、燃气公
司等为居民进行安全生产宣传，加
强安全法治、保障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张倩倩 摄影报
道

本报6月3日讯 (通讯员
正毅 曰雷 记者 孔雨童 )

近日，随着全国首例输入性
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的确诊，
微信朋友圈被“MERS”一词刷
屏。一时间，各种关于中东呼吸
综合征的文章满天飞，社会舆
论广泛关注。3日，记者从烟台
市疾控中心获悉，为应对可能
出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目前
市疾控中心已制定相关应急预
案，应急机动队队员开启24小
时应急值守。

中东呼吸综合征到底是什
么？是否会对烟台产生影响？

据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

中东呼吸综合征是由一种新型
冠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呼吸道
疾病，该病毒于2012年在沙特
阿拉伯首次被发现，常能够引
起人类发生从普通感冒到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的多种疾病。
典型病例常呈现发热、咳嗽和
气短等症状，重症病例可导致
呼吸衰竭、器官衰竭，尤其是肾
衰竭和感染性休克。该病传染
源可能为蝙蝠或单峰骆驼，主
要通过呼吸道和密切接触传
播，可有限的人传人，目前尚无
可用的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
法。

专家告诉记者，目前没有

证据表明该病毒有持续传播能
力。现在的病例主要出现在中
东，其他地区的病例大部分为
输入性病例。我国乃至亚洲境
内的骆驼基本为双峰骆驼，且
普通人群接触蝙蝠的机会很
少，原发感染的几率非常小，所
以公众不必过于担心。当然，烟
台与韩国毗邻，人员交流密切，
与中东地区也有少量人员来
往，因此发生输入性病例的风
险是存在的。为此，烟台市疾控
中心紧急启动应急预案，已做
好输入性疫情应对准备工作。

一是制定应急预案，从疫
情监测、疫情控制、技术、物资

保障等方面全面准备，成立防
控领导小组和机动队，应急机
动队队员24小时应急值守；二
是强化培训演练；三是强化疫
情监测，目前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已提高对中东呼吸综合征
病例的警觉性，加强严重急性
呼吸道感染 (SARI)和不明原
因肺炎的监测；四是完善物资
储备，市疾控中心目前正积极
做好个人防护用品、消杀器
械、检测试剂等应急物资储备
工作；五是普及防病知识，将
通过中心网站、电台、电视台、
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群众开展
宣传教育。

烟烟台台制制定定中中东东呼呼吸吸综综合合征征应应急急预预案案
应急机动队24小时待命，各类医疗机构加强对不明原因肺炎等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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