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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马学利 韦志清 摄
影报道）4日，国网烟台供电公司
变电检修中心组织开展220千伏
变压器冷却器消除缺陷专项工作，
全力为变电站设备“降温消暑”。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高温天气
导致用电负荷快速增加。为进一
步加强电网设备管理，保证高负荷
下的安全平稳运行，烟台供电公司
组织检修工作人员排查、治理重点
变电站隐患，开展电网消除缺陷工
作，做好应急处置，坚持“应修必
修、修必修好”，提升设备健康水
平，全力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设备安
全、可靠运行。作业人员克服高温
影响，严把现场施工安全关，严控
作业施工质量，安全、高效完成消
除缺陷任务。自该专项工作开展

以来，烟台供电公司共完成12台
主变压器、18台风机的消除缺陷
工作。本次主变压器、冷却器消缺
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冷却器更好地
起到风冷降温作用，为主变压器在
高负荷、高温天气的安全、稳定运
行提供了保障。

为全力做好迎峰度夏工作，
烟台供电公司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按照隐患

“早预防、早发现、早消缺”的要
求，有针对性地部署开展设备巡
视工作；增加值班和应急抢修力
量，确保出现事故快速反应及时
处理；对用电高峰负荷大的变压
器进行重点监控，重点巡视运行
时间长、设备健康差、负载较重的
线路，做好设备测温工作，确保迎
峰度夏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陈晓斐 摄影报道）
近日，芝罘区住建局建设节能服务
科3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芝罘南部
新城瑞东·瑞学府项目现场, 普及
绿色建筑知识，宣传政策法规，传
授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推进发
展绿色建筑，将绿色建筑基本要求
纳入工程建设强制规范，提高建筑
建设底线控制水平。

据悉，绿色建筑集成了节能节
地节水、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
新产品。在疫情防控期间，新版标
准因更加注重建筑健康、舒适、宜
居品质，提升居住者的实际体验而

得到青睐。在活动现场，党员干部
们向项目部推广新版《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要求加强设计、施工和运
行管理，并推广绿色建材应用，逐
步提高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
应用比例，打造绿色建材应用示范
工程。

工地项目负责人表示，城市污
染物的排放，约50%是由建筑产
生的，抓住了绿色建筑这个龙头，
也就抓住了节能减排的关键。今
后，他们将把绿色低碳理念体现到
建筑施工的各个环节，为营造有利
于绿色建筑创建的社会氛围做出
自己的贡献。

市住房保障交易中心听民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常虹）近日，市住房
保障交易中心为期两个多月的

“服务进家”大走访活动圆满结
束。此次大走访活动依托“保障
房·温暖家”党建特色品牌，旨在
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通联
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全力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
度。截至7月底，中心73名干部
职工全面走访芝罘区、莱山区11
个保障房小区3118户保障房家
庭，累计走访1万余人次。

此次走访以宣讲保障政策为
主，逐户走访，广泛宣传保障房运
营的政策规定、维修措施等，让保
障房家庭更全面、更清晰地了解

我市住房保障政策；核实承租人
信息，重点聚焦保障房家庭的痛
点、难点，邀请他们填写《保障房
信息调查表》，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共计390余条。走访人员对照保
障家庭人员名单，认真核查每户
人员的保障资格，发现非承租人
居住就做好登记，并告知其限期
腾退保障房，对不想腾退的住户，
采取发送律师函的形式令其限期
腾退。与此同时，建档立卡，落实
保障房维修工作，针对承租人反
映的房屋需要维修问题，逐一拍
照留底，建立问题台账，实现一户
一档，抓紧上门维修，并定期组织
回访，确保走访工作扎实有效，落
到实处。

我市开展220千伏变压器冷却器消缺工作

为变电站设备“降温消暑”

芝罘区把绿色建筑基本要求纳入强制规范

打造绿色建材应用示范工程

合理安排进出口
实现小区人车分流

昨日上午 9时，记者来到南山嘉园
安置房项目现场，放眼望去，19栋高层
住宅外墙粉刷一新、鲜明大气，小区配
套路彩色路面格外醒目，绿化带也已郁
郁葱葱。楼宇室内外装饰装修、电梯安
装、水电气暖配套管线敷设施工早在 5
月底全部完成，项目的地上施工也全部
于 6 月底结束，工人正抓紧最后时间，
对小区绿化带里的垃圾进行清理，装饰
地下停车场，并对小区内景观、人行道
等进行最后“扫尾”。

尽管项目施工地段南高北低，从南侧
红旗路路面到北侧老虎岩水库落差达到
12米，但项目部因地制宜，利用缓坡、阶梯
等实现了项目内各栋住宅的有序“过
渡”。记者从南向北走完小区，无论是身
处小区内的最高点还是最低点，各栋楼顶
基本在视线的同一高度，并没有因地势落
差而显得突兀。

按照规划，南山嘉园总建筑面积达
29.68万平方米，总投资23.3亿元，容积率
1.74，建筑密度14%，绿地率41%。“项目
地上建筑有住宅19栋，可居住1600户居
民，配套停车位2400个，其中地上50个、
地下2350个，即便未来19栋住宅全部住
满，也基本能满足日常停车需要。同时，

项目配套建设9600平方米社区服务设施
和1800平方米幼儿园，将为居民生活提
供便利。”烟建集团南山嘉园项目技术负
责人周佳介绍，项目地下充分利用原科技
馆既有深基坑及南北高差较大的现场条
件，在满足小区居民未来停车需求的基础
上，增加5.3万平方米地下建筑空间，用作
商业和周边区域市政停车。

未来朝阳、所城居民回迁后，日常如
何在小区进出？周佳介绍，考虑到项目南
侧地势太高，且毗邻交通要道红旗中路、
日常车流较多的情况，为保险起见，项目
在东侧、北侧分别设置了两个、三个出入
口，北侧出入口离南山公园东门较近，东
侧出入口则直接进入胜利南路。“项目交
付后，将实行人车分流，确保居民出行安
全有序。”他说。

采光良好户型通透
简单装修即可入住

朝阳、所城两大历史文化街区居民未
来入住的“新家”是什么模样？记者从蓝
天集团了解到，南山嘉园1-6号楼为安置
住宅，分别有60平方米、70平方米、80平
方米、90平方米等多种户型，从一室一厅
到两室两厅，涵盖了刚需居住的各种主力
户型。昨天上午，记者进入6号楼，对回迁
居民即将入住的新家进行了“摸底”。

墙面是否平整？垂直度、阴阳角方
正等指标是否达标？周佳告诉记者，上
月中旬以来，项目监理、甲方、施工方和
物业代表，逐一对房屋各项核心指标进
行自检自查，随后进行分户验收，每一
个细节都查得格外仔细。“验收的标准
不止是‘合格’，更要‘美观’，所有不符
合标准的地方，都全部做好了标识，限
期逐一整改，并最终全部达标。”周佳
说，“我们必须以过硬的标准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让回迁居民放心、舒心、开
心地入住。”在1号楼 2层，两梯四户的
四套住宅入户处都粘贴了醒目的房屋
验收表格，地面上用于测量房屋净高的
标号清晰可见，各类预留管线走向也全
部标明，室内窗明几净，管线也均预留
了出口。

周佳告诉记者，尽管安置回迁居民的
各栋住宅户型不一，但各户型空间基本没
有浪费，主卧均在南向。而由于各栋住宅
间距都在40米以上，即便在相对较低的楼
层也不会存在采光问题。记者在201室
打开阳台门，沁人心脾的南风迎面而来；
而打开正对中庭天井的窗户后，空气流动
更加明显。“内墙都采用了轻质石膏，在完
成墙面垂直平整、地面平整度、房间净高
等验收后，市民只需要简单装修，就能达
到入住条件。”周佳说。

“四最”标准打造
烟台安置示范区

自南山、峰山两处安置房项目启动以
来，市委、市政府提出“最好的地段、最好
的设计、最好的配套、最好的质量”的“四
最”要求，秉承绿色生态理念，坚持以人为
本的原则，力争将南山、峰山两处安置房
项目打造成烟台市安置示范区。

2018年 3月正式动工至今，南山嘉
园项目建设历时两年多，时间紧、任务
重、施工条件艰苦，建设过程几乎涉及了
土建、砌体、钢筋、预拌砂浆、抹灰等全部
建筑工种，工人来自我市和威海、菏泽等
省内地区，以及河南、江苏、四川、黑龙江
等多个省份。“会战”期间，南山、峰山两
大安置房项目1100余名劳务人员和30
余台设备同时开动，只争朝夕。

在今年年初，针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防
控，项目建设单位蓝天集团创新工作措
施，灵活施策，2月2日正式印发了《工地
防疫管理暂行规定》，各项目工地分别制
定了复工疫情防控实施方案，多次督导现
场防疫及复工进度，确保万无一失。在疫
情防控期间，项目部克服外地工人返岗困
难、各工序普遍人手不足的困难，尽早复
工，协调推进工程进度，确保了19栋安置
房达到“四最”标准，并如期交付。

南山嘉园安置房完成分户验收
已经具备交付条件，将安置朝阳、所城两区片回迁居民

近日，很多行经胜利南路、红
旗中路的市民发现，由烟台蓝天
集团开发建设、承担朝阳和所城
动迁居民安置的南山嘉园安置房
项目日渐展露真容。记者昨日走
访南山嘉园项目现场了解到，继6
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地上施工后，
19栋住宅于7月底正式完成分户
验收，为下步交房提供了先决条
件。随后不久，朝阳、所城两大历
史文化街区回迁居民，将在峰山、
南山两大安置房项目完成选房
后，有望尽快入住。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郑斌 梦娜 林含 摄影报道

莱州文峰路街道整治人居环境
本 报 讯（通 讯 员 杜 红

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为美化
亮化人居环境，日前，莱州市文峰
路街道结合生活垃圾治理、畜禽
粪污治理、污水治理等重点工作，
深入开展了人居环境整治活动，
整治活动涵盖了辖区51个村庄
和2个社区。

为确保整治活动顺利高效推
进，街道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对
全体街道机关干部进行总动员，并
由街道纪工委全程跟踪督导，每天
将检查情况汇总通报，根据检查情

况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整改到
期后组织复验，复验仍不合格的村
居，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进行约谈，仍不合格的，街道将严
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同时，进一步强化环境整治
宣传力度，在主要大街、连村路道
口以及人口集中的醒目位置设置
墙体标语或宣传牌。充分利用党
员村民代表会议、发放明白纸、微
信群转发等多种方式，宣传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意义，积极营造
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在中传国际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领略

文创产品的天马行空；在八角湾国际会展
文旅中心，聆听八角湾畔潮涨潮落；在养马
岛，感受生态旅游岛全新的浪漫风情……
这是烟台的城市新地标，也是“诗与远方”
的新生活。盛夏时节，我市文旅大项目建
设多点开花，构建东西南北文旅发展新格
局，成为烟台发展新动能。

中传国际文化科技产业基地
百余家文创企业入住“文化心”

一边是如火如荼的施工现场，一边是
紧张有序的工作场景，在位于福山区王懿
荣大街的中传国际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里，
记者感受到了文旅产业发展的蓬勃势头。

中传文化旅游发展（烟台）有限公司
总经理孙元宁介绍，经过紧张施工，中传
国际文化科技产业基地一期的1号楼主楼
施工到10层，2号楼土建进度完成30%，4
号楼实现土建封顶；二期的中传文化科技
产业基地展示中心已装修完毕并投入使
用，夜间文化旅游广场铺装及绿化施工基
本完成。

“目前，字节跳动、新浪动漫、九鼎、渝
万、金山云等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强势进
驻，已累计签约企业100余家，项目建成
即可同步开展业务。”孙元宁说，未来计划
导入相关业态企业300家以上，从业人员
规模达到5000人，倾力建设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文化先导区，打造烟台“文化心”，
辐射带动文化产业聚集发展。

孙元宁介绍，中传国际文化科技产业
基地由国家文旅部直属的中国文化传媒
集团投资建设，是在山东省布局、打造的
省内唯一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项目，重点培
育发展文创、科创、文旅等产业。该基地

一期文化交流中心计划2021年10月投入
试运营，二期众创空间计划2022年6月完
工。项目整体投入运营后，将向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申报成为“国家级文创孵化基
地”，打造国内一流文化产业平台。

其中，文创板块依托中国文化传媒集
团品牌影响力，建立中日韩文化自贸区、
国家级电子竞技中心、省级文化IP交易孵
化平台，常态化举办国家赛事NEST山东
赛区比赛，全面打造立足山东、面向全
国、辐射日韩及东北亚地区的文创企业孵
化基地。科创板块依托文化传媒集团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产业转化，建立中俄科技
园、院士工作站，打造集技术孵化、技术转
移应用、产业链创新及辐射带动功能于一
体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文旅板块以文化体验创新为基础，植
入情景浸入式体验馆、不可思议博物馆及
网红、网游、电竞等元素，通过定期举办中
日韩国际文化交流节、县域文化节等国家
级活动及赛事，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室
内文化旅游基地。

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500余人争分夺秒施工

位于烟台开发区的八角湾国际会展
中心项目现场，同样是一片火热的建设场
景：500余人的施工大军争分夺秒，数十台
大型机械连轴高频运转。

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会展中心基础
施工已经整体完成97%，预计8月底完成；
地下室结构整体完成95%，预计9月上旬
完成；地上B展厅钢结构安装完成30%。
整个项目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共设置8个展厅、30余个多
功能厅和会议室，可同时容纳40000人以

上，计划今年完成基础施工，2022年6月
份整体完工。该项目由美国AECOM公
司担纲设计，整体造型突出“云浪·银贝”
主题，将引进具有国际场馆管理经验的公
司运营管理，打造成为烟台黄金岸线上的
新地标和会展经济新引擎。

为会展中心配套的八角湾国际文旅
中心同样令人期待。该项目位于烟台开
发区海滨路以西、贵阳大街以南、扬州大
街以北，总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总投
资43亿元，包括威斯汀酒店群和旅游共享
中心两个板块。威斯汀酒店群板块建筑
面积17.6万平方米，引进的酒店品牌有威
斯汀、凯越嘉轩、雅乐轩，可提供1200间
客房。旅游共享中心板块建筑面积18.2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商业综合体、商业步
行街、写字楼及公寓等单体建筑，建成后
将推动开发区商业办公、休闲旅游等服务
业态提档升级。

聆听八角湾畔潮涨潮落，欣赏唯美优
雅、充满艺术气息的会展中心，感受商业
街区的灯火璀璨、车水马龙……随着八角
湾国际会展中心建设的快速推进，八角湾
中央创新区国际会展文旅中心项目逐步
起势，开始打造烟台黄金滨海岸线上的新
地标和烟台会展文旅的新名片。

养马岛升级改造
向着“生态旅游岛”华丽转身

向着“生态旅游岛”的目标，养马岛正
在华丽转身——换乘中心、海水浴场、步
行栈道、污水管网、道路景观绿化“五大板
块”加速推进，年内完工后将大大提升养
马岛“颜值”和“气质”，带动全域旅游战略
取得重大突破。

昨天，在养马岛大桥南端，换乘中心主

体正在紧张施工中。目前，地上附着物硬化
部分的拆除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承台梁施
工。工作人员介绍，换乘中心及停车场项目
分为东、西两侧，西侧规划建设二层换乘中
心，涵盖接待、售卖、餐饮、办公、展示等多方
面功能，此外还包括停车位 819个。换乘
中心及停车场建成投用后，将分离岛外车流
与岛内车流，乘坐大巴车、出租车或者自驾
车的游客，在这里统一换乘电瓶车入岛。

在养马岛东侧，海水浴场正在改造。
该项目自3月初开工以来进展迅速，目前，
四栋建筑主体施工已基本完成，正进行外
墙保温层施工。海水浴场改造工程将建设
四栋两层的游客服务中心，该中心包括餐
饮、救援、医疗、洗浴等功能，并丰富水上观
光、水上运动、沙滩运动、露营等项目。

作为生态旅游岛，为了丰富游客的休
闲体验，养马岛还规划设计、建设海水浴
场到獐子岛段的沿海步行栈道3804米。
目前，项目已完成招投标程序。海水浴场
到獐子岛段沿海区域礁石多，形成了自然
景观，主要栈道设在礁石较为平坦处，由
支撑柱支撑，适合各个时间段观景。观景
平台和服务用房供人们休息停留，连接海
边路与栈道，增加景观层次，丰富游人体
验感。养马岛污水管网改造项目，则将岛
内八个村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汇集到养
马岛东南角，再跨海输送至龙湖污水管
内，最终并入城区污水处理体系。目前，
管网正在铺设中，预计年底前主管道完
工。

这里的绿化项目已经初具规模，项目
计划绿化面积44420平方米，设置六处景
观节点，乔木、灌木搭配种植，将让海岛道
路，尤其是岛内连接前后海的纵向道路景
观提档升级，实现四季常绿、三季有花，提
高观赏性。 YMG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丹丹 王聪 小娱

你的“诗与远方”来了

我市文旅项目多点“开花”

南山嘉园项目继6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地上施工后，19栋住宅7月底完成分户验收。

市民只需要简单装修就能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