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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于冬育 王 妍

初夏的风，清爽怡人。在烟台市芝罘区
环山路139号的一个院子里，新绿的爬山虎匍
匐在黑色工业风的墙壁上。随意走进院子里
的一家主题餐厅，概念式桌椅板凳、茶碟杯
筷独具一格，铁皮画、旧海报、哲学书，让
人忍不住要发“朋友圈”。

这个门口挂着“双一理想公园”牌子的
文艺小院，是由双一鞋厂改建而来。双一鞋
厂过去是烟台有名的老鞋厂，上世纪90年代企
业经历两次大的转型后，再次面临经营困
境。芝罘区结合企业地处城市中心区、厂房
多的优势，引导企业转型改建烟台首个“创
意生活社区”。目前，这个集怀旧气息、现代
创意于一体的艺术生活综合体已经成功进驻40
余家文创类企业，逐步形成了集餐饮、艺术培
训、婚纱摄影、原创设计等业态于一体的区域
文创新地标，也成为网红打卡地。

“一枝独秀不是春”，双一鞋厂的“文
艺转型”，只是芝罘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截至2017年，芝罘区文化创意类企
业达到2700余家，数量居全市之首，文化及相
关产业增加值达21亿元，占全区GDP比重超过
5%，成为芝罘区经济发展强劲有力的增长
点。

“‘双一理想公园’内的每一家企业都
经过严格的挑选，政府在选择、规划上给了
我们很多科学的意见。”双一文创总经理秦
佩琳告诉记者，从老旧厂房到如今的网红聚
集地，“路子对了，经营就顺利”。除了
“双一”，芝罘区还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区
片改造等项目建设，规划出一批具有鲜明特
色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以国家级广告产业园
区“烟台1861文化创意产业园”为核心，选择
影视动漫、广告设计、品牌策划、数字创意
等比较优势明显、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关联
度高的业态给予重点扶持，形成产业辐射带

动效应，引聚培育了智慧传媒、恒大影视、
猪八戒网等知名文化企业，打造国家户外广
告监管平台、大成门文化艺术博览中心等项
目，产业集聚效应初显。

目前芝罘区打造了拥有4个国家级、7个省
级荣誉称号及授牌的烟台1861文化创意产业
园；建成了辛庄街、广仁路商业步行街等特色
文化街区；培育建设了齐鲁古玩文化城、万光
古玩文化城等以古玩、字画、旅游服务等为特
色的文化市场；初步形成了包含影视动漫、游
戏研发、文化传媒、古玩书画、广告创意、演艺
娱乐等多种业态并存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发展
格局。

芝罘区发挥文化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中
的催化作用，以“文化+”推动文化与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制造
业、金融业、房地产、信息产业、现代农
业、教育产业、体育产业等深度融合发展，
打造特色农业、观光工厂、创意旅游业、文
化地产等一批融合业态。鼓励传统文化企
业、传统媒体借助全新产业模式和新兴技

术，创新制作、发行与传播方式，改变服务
形式与利润发生方式，推动新业态的产生，
在文化领域培育一批成长性好的新兴产业与
现代服务业企业。探索运用“互联网思维”及

“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
与文化创意产业深度融合，提升文化创新力和
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
和创新要素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形态。

在未来的产业布局上，芝罘区将以烟台
1861文化创意产业园、朝阳街开埠文化区片改
造、所城胶东民俗文化区片改造、广仁路文
化艺术中心等项目建设为重点，打造一批具
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园区、主题楼宇、特色街
巷，形成富有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在
发展业态上，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选择影
视动漫、广告设计、品牌策划、数字创意等比较
优势明显、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关联度高的业
态给予重点扶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的辐射带
动作用，优先发展壮大一批大型骨干文化企
业，打造10—20个知名文化品牌，培育3—5家
文化类上市企业，形成产业辐射带动效应。

□记 者 董 卿 杨秀萍
通讯员 梁志军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依海而生，随海启航。作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骨干城市，烟台市致力打
造对接东北亚、辐射中西部、服务环渤海的海
陆空联运中心和物流中心，依托海洋加快转型
升级，构建起海陆空联运的大物流发展格局。

记者从烟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了解
到，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烟台物流发展已经积
累一定的“家底”：全市从事运输仓储、配货
等物流业务的企业3000余家，其中主营业务收
入500万元以上的物流企业达到227家，过亿元
企业39家。2017年，全市社会货物物流总额
21686 . 7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10 . 7%；全市物
流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61 . 8亿元，占全
省11 . 5%，居全省第2位。

5月8日，在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港区，一列
列满载货物的列车经过铁路栈桥，缓缓驶入轮
渡火车舱。“轮船载着火车跑”成为当地的一
道独特风景。

渡船全长182 . 6米，宽24 . 8米，服务航速18
节，总吨位25040吨。1、2号渡船可装载50辆重
载铁路货车、50辆55吨重滚装汽车、25辆小汽
车和580名旅客；3号渡船可装载62辆55吨重滚
装汽车、14辆小汽车和716名旅客。

据介绍，该轮渡主要服务于烟台至大连的
货运列车及旅客、汽车运输，每天6—8航次，
是中国第1条、世界第35条海上运输距离超过
百公里的铁路轮渡航线，是跨越我国东北、环
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四大经济区的东部陆海
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公路网贯
通东北与华东地区的陆海枢纽。

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锡
刚介绍，为了让火车在航行中保持稳定，整个
火车甲板设置有5条轨道，根据船型，两侧轨道
靠外都是144米，中间3条轨道靠内都是160米。火
车上船后，铁轨末端有挡板，可保证火车不前后
运动，而每节车更是有4个牵引4个固定共8个
控制点，确保火车被“钉死”在铁轨上。

坐落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的烟台国
际综合物流园区，是烟台市按照建设“国家二
级物流园区布局城市”的要求，综合考虑物流
需求、产业聚集区、货运枢纽等影响因素，规
划打造的5大物流园区之一。园区与烟台港西
港区、烟台国际机场相邻，德龙烟铁路在园区
设立货运站和货运编组站，206国道、疏港高
速、绕城高速、荣乌高速、沈海高速零距离交
叉环绕，临近正在规划的烟大海底隧道，构筑
起“海、陆、空、铁、跨海通道”五位一体、
四通八达的物流网。

自2011年正式启动以来，烟台国际综合物
流园区依托区位、交通优势，以建设烟台市现
代物流中心为目标，根据“统一规划、分期开
发、滚动发展”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烟台市
乃至山东半岛蓝区的临港仓储物流基地、加工
配送基地、集散货转运基地、保税物流基地及
信息、金融、技术服务基地。

为进一步发展临港物流业，烟台市重点规
划建设核心港区烟台港西港区。“发挥龙头作
用，建设世界上最深的码头，接卸世界上最大
的船舶”，是西港区在规划之初就被赋予的厚
望。西港区重点发展矿石、煤炭、原油、液化
天然气等大宗物资专业化运输和液体化工品、
化肥等货物运输，结合需要发展集装箱运输，
积极拓展临港产业和现代物流服务功能，致力
于打造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气中转分拨基
地，向腹地钢铁企业及周边港口提供服务的矿
石分拨基地。

港航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是烟台港航快
速发展的重要保障。5年间，烟台市先后投入
港口建设资金115亿元，建成投产生产性泊位44
个。西港区、芝罘湾港区、龙口港区、莱州港区、
蓬莱港区航道通过能力分别达到30万吨级、20
万吨级、10万吨级、5万吨级、5万吨级。

今年一季度，烟台市港口生产实现“开门
红”，完成货物吞吐量1 . 015亿吨，首次实现一
季度突破亿吨大关，同比增长8 . 08%；集装箱
吞吐量74 . 33万标箱，同比增长10 . 66%；外贸吞
吐量3361 . 64万吨，同比增长32 . 37%。未来，烟
台还将大力发展临港物流业，打造对接东北
亚、辐射中西部、服务环渤海的物流中心。

根据《烟台市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2016-2025年）》，围绕建立标准化、信息
化、网络化、集约化、智慧化的现代物流服务
体系，烟台市将于2025年，基本打通城乡配
送、多式联运和国际港航的物流通道，实现以
供应链、价值链为核心的物流产业集聚引领发
展，形成一批竞争力强、品牌知名度高的物流
企业集群。届时，全市社会物流总额将达到
4 . 1万亿元，烟台港口货物吞吐量将达到4 . 7亿
吨。作为国内领先的现代化物流强市，物流业
发展将成为烟台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烟台构建物流发展大格局
多式联运打通“海陆空”，智慧物流再升级

□记者 杨秀萍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年来，烟台市大力实

施人才优先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
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全市拥有各
类人才170多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8万
人，省级以上人才工程人选1000多名。

与此同时，烟台市高层次人才队伍建
设也卓有成效。目前，拥有院士3人，柔性
引进院士62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23
人，“万人计划”专家21人，科技部创新
人才推进计划人选17人，山东省泰山人才
148人，中国政府和齐鲁友谊奖45人，烟台
市双百计划人才231人。并先后培养了何梁
何利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
“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等一
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引进了房健民、陈田

安等一批海归高端人才，并在各自岗位上
贡献了智慧，施展了才华。近年来，共有
3000多名留学人员来烟创新创业，创办企
业530多家，实现产值150多亿元，获授权专
利700多项。

人才发展，政策先行。烟台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柏华煜介绍，烟台市先后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
意见》等30多个文件，以突破性的优惠政
策，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来烟发展。

去年9月份，着眼全国一流目标，烟台
市还精心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创
新驱动发展的意见》，强力推出“人才新
政15条”，聚焦人才最关注的“热点”和
最期盼的“痛点”进行大尺度改革创新，
做到每一项政策都有新突破，每一项措施

都有新亮点，努力打造积极、开放、有效
的人才制度优势。

其中，实施人才安居工程，让人才安
居“有保障”。到2020年年底，烟台市将
筹集提供不少于10000套人才公寓，今年将
提供人才公寓4000套，人才来烟创新创业
可直接“拎包入住”。与此同时，提供人
才子女入园入学优惠政策，确保人才子女
入园入学无障碍。

给足“面子”，夯实“里子”，如今
在烟台，越来越多的人才实现了“名利双
收”。烟台市不断完善人才荣誉制度，多
次开展优秀人才选拔奖励活动，每批2人左
右，由市委、市政府命名表扬，并分三个
层次分别给予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奖
励。

老鞋厂成了网红打卡地
芝罘区文化创意类企业达2700余家

给足“面子” 夯实“里子”

烟台：让人才“名利双收”

□见习记者 刘畅 报道
本报烟台讯 5月11日，由紫光阁杂志社与

全国老龄办宣传部联合主办的“重视老龄化国情
教育”研讨会暨“不忘初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在烟台举行。

记者了解到，在2018年全国老龄办倡导的在
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中，尤其重视对
各级机关党政干部的教育，有利于引导和重塑老
龄化社会的政府行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计划
用三年时间，到2020年，我国全社会人口老龄化
国情意识明显增强，关爱老年人的意识和老年人
的自爱意识大幅提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
会氛围更加浓厚。

据了解，由紫光阁杂志社、全国老龄办宣传
部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征
文活动自去年9月开展以来，得到全国各行各业广
大离退休人员的积极响应，经评委会组织评选，评
选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29名。

□通讯员 郭尖锐 报道
本报莱州讯 为破除农村铺张浪费、炫富攀

比等陈规陋习和不良风气，莱州市文昌路街道饮
马池村、毛家庄子村以深化乡村文明行动为契机，
大力开展环卫一体化和移风易俗工作。

“2014年，我们村集体出资，在大基山新建一
处公益性公墓，2016年将135个坟丘全部迁入墓
地。根据上级要求，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村
委成员直接参与，弘扬了社会正气，倡树了新风。”
文昌路街道毛家庄子村村委会主任周晓兵说。

为确保环境干净整洁，毛家庄子村、饮马池
村因地制宜制订了村庄规划，以贴近群众生活、
群众喜闻乐见、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移风易俗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引导广大群众学习道
德礼仪，崇尚健康文明，破除婚丧陋俗，推动移
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为建设文明乡村营造了
良好社会氛围。

“街道实行环卫一体化以来，村里有了保洁
队伍和垃圾车，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村民也能
自觉将垃圾扔进垃圾桶，老百姓都很满意。”村
民崔哲进说。

“从去年开始，我们将保洁工作延伸到背街
小巷、房前屋后，并且根据村庄的大小共配备了
保洁员105人。保洁员公示上墙，接受村民监
督，环境卫生清理确保不留卫生死角，垃圾做到
日产日清，给群众创建一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
境。”文昌路街道相关负责人崔松成告诉记者。

重视老龄化国情教育

研讨会举行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

保洁员责任贴上墙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付 强 徐 忠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5月9日召
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17年以来，全市公安
经侦部门共破获各类非法集资案件26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88名，挽回经济损失累计1 . 98亿元。

烟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负责人介绍，目前非
法集资犯罪手法变形变异，欺骗性强，有的冒用金
融创新、精准扶贫、慈善互助等名目，有的授意唆
使参与者虚构商品交易获得"消费返利"，更有甚
者包装造假、隐匿资金、肆意挥霍，沦为赤裸裸
的集资诈骗。这些新型犯罪手段往往先在较大城
市出现，然后不断向中小城市蔓延。

烟台市公安经侦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手
段建设，不断提升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数据化实战
能力，进一步压缩非法集资犯罪生存空间，全力
维护全市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此，警方提醒广
大市民：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因此，为避免
遭受经济损失，建议投资人要主动掌握必要的法
律法规和金融常识，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活动，依
法保护自身权益。

烟台去年以来破获

26起非法集资案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世波 报道
本报烟台讯 5月11日下午，烟台市福山区

慈善总会、区妇联和区扶贫办联合举办“阳光慈
善·温暖母亲”精准扶贫行动，对全区100名贫困
母亲实施集中救助，每人发放救助资金1000元。

福山区妇联每年都开展以帮扶贫困母亲、困
难家庭为主题的救助活动。自2013年起，“阳光慈
善·温暖母亲”行动已为全区287名困难母亲发放
专项救助金28 . 7万元。同时，专门为妇女开发银龄
安康保险，针对原发性乳腺癌、原发性宫颈癌、原
发性子宫内膜癌、原发性卵巢癌4种妇科大病，
一次性给予5万元的赔付。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2017年，争取中央和省级“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
项资金”3万元救助三名患病困难母亲；六一节
前后组织结对帮扶“春蕾女童”141名，筹集发
放爱心助学金8 . 33万元，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以及社会各界的关爱送到贫困母亲身边。

福山区委、区政府今年在扶贫工作上的投入
将达到600万元。其中，投入300万元开展贫困户
危房改造，投入200万元为贫困户缴纳“扶贫特
惠保”，投入100万元建立孝德基金和公益专岗
基金。针对贫困户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凡是子女
给老人交赡养费的，福山区政府给予20%的补
贴。

福山区百名贫困母亲

领取救助金

□从春龙
报道

由老鞋
厂改建而来
的“双一理
想公园”，
成为网红打
卡地。

5月8日，
在中铁渤海铁
路轮渡港区，
一列列满载货
物的列车经过
铁路栈桥，缓
缓驶入轮渡火
车舱。该轮渡
主要服务于烟
台至大连的货
运 列 车 及 旅
客、汽车运输，
是中国第1条、
世界第35条海
上运输距离超
过百公里的铁
路轮渡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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