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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建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昨举行，通报2017年及今后五年计划安排

未未来来五五年年，，烟烟台台拟拟建建大大外外环环快快速速路路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曲
彦霖 ) 14日上午，烟台市城
市建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
召开，烟台市住建局局长季善
亭介绍了2016年城市建设情
况和2017年及今后五年计划
安排。记者从会上获悉，烟台
五年内将建设从蓬莱到昆嵛
山横跨六区、贯通东西的市区
大外环快速路。

2 0 1 6年，市区共安排城
建重点A类项目207项，年度
计划投资529 . 3亿元，累计完

成投资465亿元，同比增加35
亿元。14条道路竣工通车，21
条开复工建设，新增通车里
程180公里，中心城区路网体
系增加至“八横九纵”。1 9个
老旧区片和26个城中村城郊
村改造惠及群众超过3 . 5万
户。

2017年，市区城建重点项
目共安排 2 6 4 项、年度投资
526 . 7亿元。其中，年内计划实
施241项、年度投资517亿元。
组织实施塔山南路、塔山北路
等23项市政道路；加快推进鲁
玉街、中央公园配套道路等17
项配套道路；超前开展和实施
城市轨道交通、一突堤综合管

廊等14项基础设施项目。年内
抓好15项污水、垃圾处理及排
水、排污管网改造工程，加快
推进10项供热、供水、供气设
施建设，统筹实施33项城市功
能提升及绿化工程。加快推进
烟台格罗宁根大学以及芝罘、
莱山中小学建设等11项教育
项目；芝罘区抓好只楚、黄务
和芝罘岛三大区片20个村居
改造；莱山区围绕迎春大街和
观海路两侧开发，推进13个村
居改造。

“未来五年，努力打造让
外地人向往、本地人自豪的宜
居宜游宜业的成功城市。”季
善亭说，未来五年，中心城市

建设将投入资金超过1200亿
元，建成区面积由324平方公
里扩展到360平方公里、人口
由180万增加到240万人。以毓
璜顶周边、北马路区域等老旧
区片为重点，通过完善交通路
网、打通断头路、实施路口渠
化、建设过街通道等措施，畅
通城市微循环；引进大商大
企，改造33个城中村和10余个
旧城区片；建设30公里地下综
合管廊，加快一突堤等区域改
造；新建改造毓璜顶医院莱山
分院等一批医疗、教育、体育
设施。

牢固树立“大烟台”、“大
市区”观念，2017年及今后五

年，探讨建设从蓬莱到昆嵛山
横跨六区、贯通东西的市区大
外环快速路，改造红旗路等城
市内环快速通道，启动建设市
区东西向交通主干道，着力打
造中心城市1小时、中心城区
半小时通勤圈。

启动实施朝阳街等区域
改造，建设一批文化氛围浓厚
的历史街区；建设胶东历史文
化公园，新建改造一批图书
馆、美术馆、博物馆，提高城
市人文品位；整合太平湾、烟
台山等区域资源，在保留历史
建筑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一批
旅 游 、商 贸 、文 化 综 合 体 项
目。

华华北北顶顶级级艺艺术术展展周周五五开开幕幕
本周五(3月17日-20

日)，期待已久的2017山东
(烟台)国际艺博会红木家
具暨珠宝玉石展将在烟台
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展
出面积逾20000平方米，将
有来自国内外30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千名展商亮相。特
设8大展区：珠宝玉石、红木
家具、名家书画、宜兴紫砂、
大师陶瓷、根雕艺术、高端
精品茶、世界工艺，世界万
千奇珍汇聚一堂。

原产地原矿珠宝 厂
家直销 昂贵珠宝打出“亲
民牌”

据悉，本届展会上的
90%厂家在原矿开采区设有

工厂，一手货源，保证了价格
将低至商场价的30%-50%。
展品方面，不仅有价格昂贵
的哥伦比亚祖母绿、非洲大
钻石、收藏级翡翠等，价格平
价又亲民的的各式珠宝饰品
也是应有尽有。比如深受当
下年轻人喜爱的水晶、石榴
石、砗磲、葡萄石、月光石、玛
瑙、青金石、珍珠等也应有尽
有，几十至几百的价格，让工
薪阶层的我们爱不释手。
红木家具 3-5万即可买一
套？这是真的

展会上，各大红木代表
厂家联袂前来：“仙作代
表——— 福建新百世古典家
具将带来多款海南黄花梨、

小叶紫檀等家具。“我们的
材质100%保真，秉承表里如
一的用料理念，使传统的榫
卯工艺结构得到了很好的
传承和发扬。”展区负责人
介绍。除此之外，“展会上还
将出现比如非洲刺猬紫檀
类家具，此种红木家具价格
较低，一套家具：六件套、八
件套仅售价3万-5万”。展会
负责人介绍，如今，红木产
品已经从原先动辄数十几
万元的“高大上”奢侈品，慢
慢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庭。
8大展区聚世界奇珍：书画、
紫砂陶瓷、工艺品……精彩
不断

展会现场，将有50位书

画大师汇聚，多种书画形式
争奇斗艳；紫砂陶瓷区，上
百位工艺美术大师带来千
款传世佳作。除此之外，古
朴大气的根雕艺术，台湾艺
术品馆：鬼斧神工的台湾工
艺精品……还有精致的各
地特色工艺品。当然，逛累
了，到A馆的茶文化专区，好
滋味台湾茶以及6大茶系在
此恭候您。

还有收藏品讲座、茶
艺、香道、现场大抽奖等，现
场精彩不断！

3月17日-20日，烟台国
际博览中心，烟台国际艺博
会即将隆重上演！咨询电
话：13335012258

44月月1133日日--1177日日不不得得不不来来车车展展的的理理由由
逛车展吃台湾小吃，赏靓车看婚博

2017年你要买车吗？准备
结婚吗？想吃正宗的台湾小吃
吗？那么，车迷们、准新人们、吃
货们4月13日-17日来2017春季
车展现场，这里统统满足你们
的需求，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春季车展 最佳购车平台

日前，据某汽车业内资深
人士介绍，2017年1月、2月因为
受2016年底突击性购车及春节
促销因素的影响，不少品牌还
有很多订单尚未交付。因此，汽
车厂家在一季度调低价格、优

惠促销的可能性较小，购车优
惠力度也不会很大。而进入4月
后，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无疑将
出现购车价格洼地，成为最佳
购车时机。
当车展遇上吃货

2017烟台首届吃货节空降
港城，当车展遇上了吃货节又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那就来
车展现场的吃货节吧，吃货节
位于春季车展室外东广场，赏
名车，品美食，让您的车展之旅
与美食相伴，让吃货的灵魂得

到释放，相约小伙伴一起来春
季车展的吃货节吧。
逛车展、看婚博一站式购齐

A馆的春季婚博会包括婚
纱摄影、婚礼服务、彩妆展区，
珠宝首饰、婚礼车队、婚宴酒
店、糖果酒水、结婚百货、婚房
家装、旅游消费等所有与结婚
有关的项目，打造一站式服务，
满足烟台市民对婚礼所有的需
要。准备结婚的新人来，来2017
春季车展，一站式购齐。
豪车、改装车为车展增添亮色

4月13日-17日烟台春季车
展，百余汽车品牌，千余参展车
辆，厂家、区域、销售商联合让
利，钜划算的买车机会就在这
里。劳斯莱斯、玛莎拉蒂、宾利
等豪车再次空降春季车展现
场。同时烟台WOTS(沃特斯)
改装潮流聚会参与其中，活动
内容包含改装车静态展示，电
音dj现场，rap现场，球鞋展示等
丰富内容。

逛车展吃台湾小吃，赏靓
车看婚博，4月13日-17日就来

烟台春季车展，你想要的都在
这里。

关注“烟台国际车展”，

了解更多车展资讯。

市市十十七七届届人人大大一一次次会会议议2200日日召召开开
确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应为489名，会期4天半

本报讯 3月14日上午，
烟台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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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秘书长
李勃等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
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
院长江敦斌、市人民检察院
代理检察长邵汝卿等列席会
议。李淑芹、高琦分别主持全
体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关于
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
的汇报，决定市十七届人大
一次会议于3月20日至24日
上午召开，会期四天半。

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烟台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定
出席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的代表应为489名。

经过审议，会议表决通
过了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草

案)、提请烟台市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的烟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烟台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案)、列席烟台市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人员
范围、烟台市第十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计划预
算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草
案)和议案审查委员会成员名
单(草案)。

（本报记者）

11550000家家企企业业将将提提升升
餐餐饮饮服服务务质质量量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近日，烟台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召开全市餐饮服务
食品监管工作部署暨法律法
规业务培训会议。会上，市食
品药品监管局公布了今年餐
饮服务食品监管工作重点。

全面实施餐饮质量安全
提升工程在深入推进“食安烟
台、清洁厨房、明厨亮灶、量化
分级、寻找笑脸就餐”等规范
治理“餐桌污染”的过程中，严
格落实餐饮业主体责任，全市

提升餐饮服务单位1500家。
按照风险分类、信用等

级管理原则，探索完善餐饮
单位信用评价体系，推动实
施量化等级评定结果在店内
店外、网络订餐平台多种形
式公开，延伸“寻找笑脸就
餐”行动，引导理性消费。

持续创建一批餐饮安全
示范街区、示范学校食堂和
示范店，培育、挖掘和发展一
批知名大型餐饮、大众连锁
企业品牌、餐饮老字号和地
方风味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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