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城事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编辑：钟建军 美编：李艳梅 校对：周宣刚

朝朝阳阳、、所所城城安安置置房房户户型型出出炉炉
2个地块15个户型可选择，堪称烟台史上回迁房之最

尽量压缩公摊面积

增加居住的舒适度

据了解，本次搬迁的补偿
方式有两种：货币补偿或产权
置换补偿。本次搬迁改造项目
中，选择产权置换补偿的被搬
迁人，可以根据意向，按照签约
交房后抽取的选房顺序号，依
次选择安置房户型。安置房位
置有两处，一处位于红旗中路
以北，胜利南路以西地块(以下
简称为“南山公园东地块”)；一
处位于峰山水库以北，胜利南
路隧道口以南周边地块(以下
简称为“峰山水库地块”)。

工作人员介绍，“南山公园
东 地 块 ”回 迁 住 宅 面 积 为
138518平方米，共1600户，19栋
住宅建筑，其中层高为11层的7
栋，层高15层的7栋，层高17层
的5栋。

从户型面积大小来看，主
要有61平米(两种)、68平米、77
平米、83平米、97平米、103平
米、120平米等8种户型面积。其
中70平米以下的户型大约有
204套，一梯三户，两室两厅一
厨一卫，“因为这个户型房子面
积比较小，所以尽量压缩公摊
面积，增加住户的得房率，增加
居住的舒适度。”工作人员介

绍，绝大部分户型都是实现了
南北通透。

77-97平米的户型，为一梯
两户，并保证每一户有两个南
向的房间，而且南北通透。其
中，77平米为两室两厅一厨一
卫一阳台；83平米为两室两厅
一厨一卫双阳台；97平米为三
房两厅一厨一卫南向阳台，并
有横厅。

100平米以上的安置房，不
仅是一梯两户，而且是一个单
元两户，有很好的私密性。其中
103平米户型为三室两厅一厨
一卫，客厅带阳台，为全明通透
户型；120平米户型为三室两厅
两卫一厨，厨房并带有一个家
政间，为全明户型。

“南山公园东地块南高北
低，阶梯状明显，为此，在设计
的时候，将高楼层放在北
部，楼间距、采光和通风都可以
很好的保证。”工作人员介绍。

一梯两户，南北通透

“峰山水库地块”明年3

月底开工建设

从“峰山水库地块”安置房
来看，住宅面积为16 . 3万平方
米，板式楼设计，一单元两户，
共有7种户型面积，分别为87平
米、102平米、110平米、120平

米、130平米、140平米、170平
米。其中110平米以上的户型为
小高层，87平米和102平米的户
型为中高层，也是最多的主流
户型。

“从两大安置房的户型设
计来看，堪称为烟台目前最高
水平的安置房，比市场上销售
的一些商品房户型都要好，最
大程度地保证了住户的舒适
度，经得住市场考验。”一位设
计工作人员介绍。

烟台市规划局芝罘分局
副局长刘琳介绍，按照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两区片安置房
要有“最好的地段、最好的设
计 、最 好 的 配 套 、最 好 的 质
量”的“四最”标准，规划局精
心进行了选址工作。确定了
安置房选址后，由3家设计院
进行了方案设计，规划部门
及相关专家在 3家设计院的
设计方案基础上，经过科学
论证、比较，最终确定了一家
设计院的方案。为确保方案
科学、合理、可行，规划局与
设计院多次到现场调研，根
据实际情况对方案进行了细
化和完善，最终形成了现有
的建筑规划。

“南山公园东地块安置
房，临近毓璜顶医院、南山公
园，附近中小学、幼儿园等生

活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刘琳
介绍，为做好峰山水库地块配
套设施，芝罘区委区、政府按
照市委、市政府“四最”要求，
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对芝罘
区南部区域优质教育和医疗
资源布局进行科学论证。两处
社区内部绿化率高，功能齐
全，设计合理，户型方正，按照
实用面积最大化的原则，尽量

压缩公摊，处处体现人性化设
计。

预计南山公园东地块安
置房将于今年12月底前开工
建设；峰山水库地块安置房
将于明年3月底开工建设。在
此，北部滨海开发建设指挥
部提醒，两个安置区片户型
规划以最终按程序批准的方
案为准。

想想找找另另一一半半？？相相约约假假面面单单身身ppaarrttyy
满足条件才能报名，本周末大悦城爱悦湾约起来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柳
斌) 圈子太小，异性太少？快
来参加烟台大悦城、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烟台情意派婚恋中
心共同为广大单身男女们量身
打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假
面单身party”吧!10月29日，想
要“脱单”的亲们一起来约会。
戴上面具，揭开真心，让这一天
变成浪漫的情人节！报名咨询
电话、微信15006559129。

10月29日，我们将在大悦
城7楼爱悦湾举办一次限量版、
高端大气的“假面单身party”,
限制报名人数30人，男女嘉宾
对半。

为什么说这次“假面单身
party”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除
了现场布置，对报名者有着严

格的要求，男嘉宾限制年龄27
岁至35岁，身高172厘米以上，
有稳定工作且月收入4000+，烟
台六区有房子，身体健康；女嘉
宾要求年龄25岁至33岁，身高
160厘米以上，形象气质佳，有
正当职业，身体健康，男女嘉宾
分别满足以上条件才能报名。

所有报名嘉宾凭票戴面具
入场，到场男女嘉宾都带着同
样的期许，所以你不必感觉尴
尬或者放不开。这是一场自由
的盛宴，我们将为您营造一个
浪漫的约会空间，一系列劲爆
有趣的互动游戏，现场牵手还
将有丰厚大礼相送。

相亲我们的态度是认真
的，但我们的方式是活泼的，所
以不用担心自己放不开，也不

用担心自己性格内向，更不用
担心不知道聊什么出现尴尬的
场面，除了语言的交流，现场我
们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彼
此进行了解，通过游戏，会让你
和心目中的TA产生心灵的共
鸣，还能赢得奖品哦。本次活动
也得到了高第街56号餐厅、城
南往事风味主题餐厅、皇城根
北京风味主题餐厅的大力支
持，参加活动的奖品我想您已
经知道一部分了。

您是否已经隐约感受到这
次party的神秘气息？只要你符
合报名条件均可报名，报名费
10元(需要先交52元，参加完活
动退还42元，防止占用名额却
未参加。)赶紧通过电话、微信
15006559129报名吧!

烟烟台台港港西西港港区区一一期期通通过过初初步步竣竣工工验验收收
含40万吨级和20万吨级泊位各一座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马双军 夏
盛) 记者从开发区相关部门
获 悉 ，国 家 重 点 枢 纽 工
程——— —— 烟台港西港区一期工
程已通过烟台港航局初步竣工
验收。

西港区一期工程是一个集
纳了以40万吨级超大型深水码

头为重点的主体工程，包含40
万吨级和20万吨级泊位各一
座、一次性堆存能力为1200万
吨的后方堆场，以及装卸工艺
设备系统、管控系统和供配电
系统、辅建工程等近百个单位
工程的项目群，设计年吞吐能
力1900万吨。特别是40万吨级
超大型码头，集约化组合系统

使其成为世界上能力等级和自
动化程度领先的专业化矿石码
头。

根据规划，烟台港西港区
将建设集装箱、液体化工、大宗
散货等8个功能区，规划岸线总
长19公里，最终形成具有2亿吨
货物吞吐能力和1500万标准集
装箱的综合性港区。

智智联联招招聘聘22001177年年秋秋季季调调查查出出炉炉
专业服务/咨询行业月薪最高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杜晓丹) 近日，记者从智联
招聘获悉，智联招聘2017年
秋季调查显示烟台专业服务
/咨询(财会/法律/人力资源
等 ) 的 平 均 月 薪 最 高 ，为
10822元；其次为交通/运输，
薪酬水平为9677元；再次是
银行业，平均月薪为9122元。

据了解，烟台地区平均薪
资排名前十的行业，专业服务
的平均薪资水平和排名均有
所上升，网络游戏行业进入薪
酬前十的排行榜。交通/运输
发展较快，相对夏季平均薪酬
排名有所上升，位列第二。能
源/矿产/采掘/冶炼和医疗/

护理/美容/保健/卫生服务行
业也进入了前十位的榜单中。
烟台地区2017年秋季求职期
的平均薪酬为6437元，在全国
37个主要城市的薪酬水平中
排名第三十位。

智联招聘专家建议，求职
者在确立自己的求职目标时，
薪酬虽然是重要考虑因素，但
也要明确自己的职业专长，熟
悉市场热度，关注行业发展前
景，确定行业领域以便自己在
选择就业时更加灵活机动。不
管在何种情况下，保持自身的
职场竞争力是“第一要务”，只
有具备坚实的职场技能和知
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因涉涉嫌嫌恶恶意意虚虚开开增增值值税税专专用用发发票票
7722岁岁在在逃逃人人员员被被海海阳阳巡巡特特警警抓抓获获

本报10月22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员 张元见)

72岁的老人因涉嫌恶意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被公安
机关网上通缉后，为了逃命，
他想尽一切方法逃避警察的
追捕，不成想日前在途经海
阳时，被巡特警抓获归案。

10月19日8时许，一辆由
烟台牟平发往莱阳的长途客
车途经海阳徐家店卡点时被
海阳巡特警拦停。巡特警对
客车上乘客逐一盘查时，发
现一乘客刘某(72岁、烟台牟
平人)竟然是个网上通缉的
在逃人员，随即将其控制带
下车进一步核查。

经核实：2016年10月份
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涉嫌
操控烟台某公司，通过非法
途径从承德县某商贸有限公
司恶意虚开25份十万元版增
值税专用发票并全部用于抵
扣税款后在逃，2017年3月29
日被河北承德县公安局进行
网上通缉。

自从被网上通缉后刘某
就不再乘坐火车和飞机，坐客
车也是“站外拦车、半路上车”
躲避警察，这次半路上车后自
以为会“安全”到达莱阳，不成
想在途径海阳时被巡特警抓
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交
河北警方进一步处理。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张昌宏

朝阳、所城两大历史文化街区，自搬迁改造项目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安置房怎么样？户型如何？也成为搬迁迁业主关心的焦点。20日上

午，记者从北部滨海开发建设指挥部了解到，北部滨海开发建设指挥部对外公布两大街区搬迁安置房户型情况，并从规规划设计的专业角度解答老

百姓关心的问题。设计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安置房最大程度的保证住户舒适度，堪称烟台目前最高水平的回迁安置房。。

南山公园东地块片区回迁安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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