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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塔山山南南路路上上跨跨蓝蓝烟烟铁铁路路立立交交桥桥主主桥桥箱箱梁梁架架设设完完成成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曲彦霖 通讯员 林日江)

记者从烟台市住建局获
悉，继10月16日塔山南路上
跨蓝烟铁路立交桥主桥顺利
实现烟台城建史上“第一转”
后，11月18日，随着最后一片
箱梁顺利架设，塔山南路上
跨蓝烟铁路立交桥工程228
片预制箱梁全部架设完成，

标志着该立交桥工程主体全
部完工。

本桥梁设计采用分幅
设置，其中左幅采用(3×30
+3× 30+3× 30+4× 30+2×
28 )m装配式简支小箱梁+2
×55m预应力混凝土T构+4
× 30m装配式简支小箱梁，
右幅采用(3×30+3×30+3×
30+4× 30 )m装配式简支小

箱梁+ 2× 5 5m预应力混凝
土T构+(2× 28+4× 30)m装
配 式 简 支 小 箱 梁 ，桥 长
6 8 2 . 4 m ，总 建 筑 面 积
25680 . 24㎡；共计采用30m
预制箱梁2 0 4片，其中外边
梁34片，中梁136片，内边梁
3 4片；2 8米预制箱梁2 4片，
其中外边梁4片，中梁16片，
内边梁4片。

山山东东联联通通与与烟烟台台市市政政府府签签署署55GG战战略略合合作作协协议议
11月20日，烟台市政府与

山东联通、山东移动、山东电
信、山东铁塔、山东广电举行
5G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市
委书记张术平，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飞出席签约仪式并讲
话，副市长张代令代表市政府
与5家运营商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副市长李朝晖主持签约仪
式。

根据协议，山东联通将发
挥技术优势，与烟台市委市政
府在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能
制造、智慧医疗等多个领域开

展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努力
将烟台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的“5G融合应用先行区和5G产
业发展新高地”。

签约仪式上，市委书记张
术平指出，5G技术应用领域广
泛，将打开万物互联的新篇章，
要大力推动5G技术与海洋牧
场、工业、制造业、卫生、教育、
政务云、智慧城市等各行业各
领域的深度融合，为烟台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再
添新活力、打造新引擎。

市长陈飞表示，烟台市政

府将秉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的理念，建立完善“联动、联
审、合作”三大机制，关心、推
动协议各项内容的落地，为5
家运营商在烟台发展创造一
流环境。

山东联通彭胜军总经理
在致辞中表示，目前山东联通
已将烟台纳入5G网络重点建
设城市，与烟台9个行业龙头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5G应
用实验室，在20多个应用场景
开展探索，积极推进行业应用
试点。下一步，山东联通将以

此次战略合作为契机，继续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强与山东
电信的网络协同，于2020年实
现烟台市、县城区5G网络基本
连续覆盖。同时深化5G应用开
发，积极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烟台各行业深度融合，努力
构建合作发展的新模式、新平
台、新业态，为烟台建设制造
业强市、海洋经济大市、宜业
宜居宜游城市和现代化国际
滨海城市增添新活力、注入新
动能。

据了解，山东联通高度重

视5G网络建设及应用赋能，积
极构建全云化5G核心网，在全
省16市开通了5G网络，在国内
率先成立了5G生态发展联盟，
并推出了车联网、人工智能等
10大5G应用方向和智慧港口、
智慧制造等10类重点工程。目
前山东联通省内5G战略签约
93个，在43个行业应用领域完
成200项行业应用验证，在5G
赋能交通物流、工业制造、文
化旅游、医疗救助等领域积累
了丰富的运营经验和技术实
力。

烟烟台台揣揣六六个个千千亿亿级级大大单单南南下下福福州州
烟台城市形象宣传暨招商推介会举行，中国最早的两个开埠城市“牵手”

本报讯 黄海之滨热情如
火，海峡西岸暖意融融。在闽江
之畔，烟台与福州，中国最早开
埠的两个口岸城市“再续前
缘”。19日上午在福州举行的烟
台城市形象宣传暨招商推介
会，引起了众多主流媒体和福
州各界的高度关注。来自新华
网、华人头条、东南网、新浪网、
腾讯网、海峡网、海峡都市报、
福州晚报、东南卫视、东南卫视
经济生活频道《海峡视点》栏
目、福州电视台、东南置业、《时

代列车》杂志社、海峡导报社等
共30余家媒体的40多名记者，
见证了这一场特殊而又影响深
远的“南北对话”。

烟台市副市长李波这样向
媒体和福州各界介绍烟台———
烟台，是深受大自然眷顾的好
地方，黄海、渤海在这里交汇，
是财富聚集的宝地、文化厚植
的沃土。

近年，一大批企业依靠核
心技术不断开展品牌创建，“烟
台品牌”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品牌烟台的知名度、美誉度得
到有力提升。烟台葡萄酒、烟台
苹果先后四次荣登中国区域品
牌价值评价前十名榜单，2019
年品牌价值分别高达876 . 66亿
元、477 . 26亿元，烟台正从品牌
大市迈向品牌强市。

烟台是一方宜业宜居宜游
的发展热土。目前，烟台已与16
国28城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朋
友圈”持续扩大。

烟台是中国投资环境金牌
城市。目前，已有100多家世界

五百强企业在烟投资近230个
项目。

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
综合试验区三个核心区之一，
2019年，烟台再次迎来开放发
展历史性机遇，位列山东自贸
区三大片区之一。

烟台与福州，同为首批沿海
开放城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节点城市，中国开埠最早的
城市，在地产投资、装备制造、食
品加工及文化旅游等方面都有
较为深入的往来与合作。

目前在烟福建籍人士达两
万多人，他们已把烟台当成他
们的“第二个家”。

就烟台重点区片、重大项
目开发建设情况，烟台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季善亭作重
点推介。

目前，烟台正在精心打造
中心城区六大片区，分别是幸
福新城、高铁新区、金山湾区、
八角湾中央创新区、海上世界
和芝罘仙境、空港新区。每个片
区都是千亿级的投入。

六个千亿级片区点击

中央活力区，城市新都
心。

幸福新城位于烟台中
心城区核心位置，总面积27
平方公里，人口约45万，是
烟台市山水通道的门户景
观，是烟台横向城市发展带
上的重要节点和打造“黄金
岸线”的关键环节。

区区域域整整体体定定位位为为““芝芝
罘罘新新城城、、幸幸福福港港湾湾””。。包包含含
起起步步区区、、推推进进区区、、提提升升区区三三
个个区区域域，，其其中中，，起起步步区区99平平
方方公公里里，，推推进进区区1111平平方方公公
里里，，提提升升区区77平平方方公公里里。。

胶东半岛经济增长新
引擎。

高铁新区位于烟台市
区南部，规划范围93 . 9平方
公里，主要依托高铁枢纽站
建设。可以通过潍烟高铁、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快速衔
接京津冀、长三角、华中、鲁
西南等地区；这里距离烟台
市市政政府府仅仅66公公里里，，荣荣乌乌高高速速
自自新新区区中中部部穿穿过过，，与与山山海海路路
共共同同构构成成新新区区快快速速通通道道，，4400
分分钟钟到到达达蓬蓬莱莱国国际际机机场场，，11
小小时时到到达达威威海海。。规规划划中中的的地地
铁铁11号号线线、、22号号线线在在这这里里交交
会会，，与与高高铁铁站站无无缝缝衔衔接接。。

一湾两苑两城。
金山湾区位于烟台市区

东侧，地处烟台威海中间地
带，总面积49 .6平方公里，是
烟台一核两翼战略向东发展
的重要一极，也是山东面向
东北亚对外开放的前沿。

同时交通便捷，青烟威
荣城际铁路贯通湾区，多条
国省道交织纵横，1小时内
可以到达烟台、威海两座机
场。区域内已建成“三横三
纵”主干路网体系和13条次
干干路路，，基基础础路路网网体体系系初初具具雏雏
形形。。规规划划中中的的轨轨道道交交通通22号号
线线，，将将延延伸伸至至金金山山湾湾区区。。

14万人的中央创新
区。

八角湾中央创新区
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中心位置，面积约
14 . 2平方公里。该片区
交通优势明显，距离烟
台蓬莱国际机场仅10公
里；距离潍烟高铁大季
家站5公里。八角湾中央
创新区部分区域被划入
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和
中韩(烟台)产业园范围，
拥拥有有双双重重国国家家级级政政策策叠叠
加加机机遇遇。。八八角角湾湾中中央央创创
新新区区将将建建设设成成为为可可容容纳纳
1144万万人人的的活活力力之之湾湾。。

烟台之窗城市之眼。
海上世界位于芝罘

湾内，地理位置十分优
越。未来，将诞生出一座
融文化、精品、自然、创新
以及未来生活方式于一
体的海上世界项目。海上
世界项目规划范围主要
包括一突堤、二突堤、三突
堤、四突堤、会西街等五个
板块，总面积约7 .7平方公
里里，，总总投投资资约约11550000亿亿元元。。芝芝
罘罘仙仙境境片片区区沿沿芝芝罘罘湾湾至至
崆崆峒峒岛岛一一线线，，涵涵盖盖了了““一一
山山一一街街一一城城一一湾湾一一岛岛””。。

科技创新的示范
区，国际合作的先行
区。

空港新区主要位
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西侧，总面积约100
平方公里，将依托烟台
蓬莱国际机场的辐射
带动，大力发展临空经
济。新区周边有自由贸
易区、中韩(烟台)产业
园、八角湾中央央创创新新
区区、、保保税税区区等等多多个个功功能能
区区，，将将为为空空港港新新区区发发展展
提提供供有有力力支支撑撑。。

◎幸福新城 ◎高铁新区 ◎金山湾区 ◎八角湾中央创新区 ◎海上世界和芝罘仙境 ◎空港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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