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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珠玑H宗地成功摘牌
建成后可提供安置住宅约2.8万平方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李飞）8月31日，珠
玑棚改项目H宗地成功摘牌，烟
台共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总
价7.58亿元拿下土地使用权，继
成功出让B宗地、C1宗地、I宗地
之后，珠玑棚改项目完成第四宗
棚改用地的挂牌出让。

该宗地位于凤凰台街道珠
玑社区，西至珠玑东路，南至幸
福南路，北至规划路，东至用地
边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8.8 公
顷，可建设用地面积约 8.12 公
顷。该项目规划地上建筑面积
约22万平方米，规划有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党群活动中心、文化

活动站、警务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养老服务用房、派出所、幼儿
园和消防站等公共服务设施，项
目建成后可提供安置住宅面积
约2.8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芝罘区住建局积
极主动抢抓棚改政策窗口期，认
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棚改工
作的指导精神和工作部署，组织
推动项目早落地、安置群众早上
楼，高标准加快推进棚改工作，全
面提升城市面貌。

据悉，继此次珠玑棚改项目
H宗地成功出让后，芝罘区年内
还将计划完成其它12宗棚改改
造用地出让工作。

与台风“赛跑”
主路总工程量完成80%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正在紧张施工的
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立交工地，进
入施工段远眺，在深达10米的作业面上，
工人们正忙着搭建钢筋支架，为下一步
浇筑施工做好准备。三台吊车吊臂高耸
入云，正逐一将钢筋等施工材料吊装至
指定作业面；围挡内，挖掘机、铲车正在
忙碌。所有车辆进出工地都必须经过严
格冲洗、喷淋，伴随着往复清洗的洒水车
和循环喷洒的雾炮，整个作业段内一尘
不染，格外整洁。

“8月31日晚上10点半，我们完成了
主路全部的底板钢筋混凝土浇筑。从这
个月开始，主路开始防撞墙及顶板浇筑工
作，预计在本月中旬基本完成。截至9月
初，已经完成主路总工程量约80%。”市住
建局四级调研员刘新海介绍，8月以来，我
市频繁降雨，给施工带来不少现实困难。
为确保工期，项目部开展争先创优劳动竞

赛，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管理人员和工人
一样“三班倒”，吃住都靠在工地，后半夜
下班几乎是常态。“尤其是台风过境的那
几天，我们一方面叮嘱工人备好雨衣、水
鞋、水泵、沙袋等防汛物资，一方面紧盯着
天气预报，根据台风行进轨迹及时调整工
序，并准备各种极端天气下的应急预案，
确保进度和安全两不误。”他说。

“观海路自建成至今，从未进行过如
此大规模的开挖施工。为确保主路尽快
建设完毕，保证主干路尽早通行，我们根
据施工地段和天气情况，灵活调整工序，
多个工种穿插作业。”刘新海告诉记者，立
交周边毗邻多条主干路，仅土方开挖、外
运一项，就高达10万方之多。

“观海路一带是绵延至海岸线的山
体，以风化云母为主，地质较为细碎、疏
松，我们在严格执行爆破强度的同时，尽
量将破碎产生的土石安排夜间外运，平均
一天要出动40多车次，最多一天达到200
多车次，确保土方于8月20日全部清运完
毕，给后续作业保障了作业面。”他说。

刘新海告诉介绍，现在行经观海路工商

学院段的车辆集中在辅路，为确保行车安
全，围挡内作业也对两侧路面做足了安全措
施。“一般情况下，施工区段两侧靠近辅路的
静态支撑力完全足够，但我们担心车流较多
时动态荷载较大，在辅路边坡处安设了预应
力锚索和锚杆，提升支护强度，确保10月底
主路施工完成并切换通行前，让市民驾车通
行辅路能‘万无一失’。”他说。

“双保险”应对强降雨
确保通行后路面无积水

距离10月底主路通车，只剩不到2
个月。项目部主任王强告诉记者，观海路
主路施工段自北向南共分为19个作业区
段，其中最重要的暗埋箱涵就占据了3个
区段，长达90米。“按照施工计划，箱涵区
段要下挖10.5米，挖到基层后先打垫层，
提升支撑强度，然后还要同步做防水保护
层，底板混凝土浇筑同时，还要完成侧墙
施工、肥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同步开始
中央防撞墙施工。目前上述工序已全部
完成，为后续工序留足了提前量。”他说。

“待到9月中旬，顶板浇筑基本完成
后，箱涵的主体结构基本就能形成，届时
立交的轮廓也将更加清晰。”王强介绍，目
前顶板浇筑采取分段作业方式，一次连续
浇筑30米，确保主体强度。等主体施工基
本完成，将进行防火涂料、机电安装、装饰
板、电力管沟、智能化交通设施等一系列
工序，然后分别上两层砂砾和两层沥青，
使主路路面最终成型。

今年，我市降雨量较常年显著增多，
未来观海路主路通行后，下沉式的路段是
否会在雨天产生积水？王强介绍，为应对
强降雨，未来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立
交排水，将有“双保险”：“主路两侧将安设
排水沟，通常情况下的降雨可以直接排
走；一旦出现强降雨，位于路两侧的泵房
将根据降雨强度，通过实时监控、智能研
判，或自动开启或远程操作，四台350千
万和一台80千瓦水泵会及时进行抽水排
水，确保立交桥下无积水。”

此外，未来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
立交完工前，将新添一处网红打卡处，项
目部将利用观海路西侧一段挡土混凝土
墙和外挂石材，雕刻“全国文明城市·烟
台”字样，该字样与眼下烟台文明城市创
建遥相呼应，届时将成为这座崭新的交通
枢纽的地标性景观。

10月底主路通车
未来立交将实现有效分流

记者了解到，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
口立交工程共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对
观海路两侧的管线进行迁移和绿化移栽，
其中总长约1.27万米的18根光缆已经于
4月28日完成切换；第二步是观海路两侧
修建临时道路；第三步是目前正在进行的
观海路主路下挖以及主体桥涵施工；10月
底主体桥涵施工结束后，工程进入第四阶
段，修建上下塔山南路的辅路，年底前完
成全部立交工程。

“观海路是城市主干道，立交工程必
须在不影响正常通行情况下进行，要求
各施工环节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实现有
效衔接。”王强介绍，塔山南路与观海路
均为城市主干路，交叉口形成丁字路口，
必须增设红绿灯。如不改设立交，将导
致从塔山南路凤凰山隧道的驶出车流，
与观海路上既有车流“碰头”，大大降低
通行效率。

“使用立交方案，路口设计为下沉式
立交，直行车辆和拐弯车辆不‘打架’，通
行更加合理、顺畅，是疏导三岔路口交通
堵点较好解决方式。”他说。

作为塔山南路年内最关键的节点之
一，塔山南路观海路交叉口立交工程事
关两条“主动脉”融会贯通，以及莱山、芝
罘、福山三区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市
财政局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全力做好
资金保障，为项目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市行政审批局深入项目一线，在最短时
间办结了相关手续；市生态环境局莱山
分局全程指导扬尘治理；市交警部门全
程为施工提供交通保障；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作为项目建设单位，夯实责任，倒排
工期，强力推进。作为总承包单位，烟建
路桥则派出强有力队伍，调整工艺流程
和施工做法，全力“抢工期”；新世纪监理
也派驻精兵强将，把好关、站好岗，确保
塔山南路年底全线具备通车条件。

塔山南路将于年底全线通车
与观海路交叉立交月中完成主体框架施工，通车后强降雨路面也“零积水”

上月以来，市政工作人员完成了高新区海兴路路段17套高杆路灯
的更换，给周围居民和路过车辆、行人带来了光明。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孟欣 摄影报道

高新区住建局夜间巡查环保
查清青桦逸景小区周边异味原因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丛领华）近日，针对
日前青桦逸景小区及中海国际社
区业主反映的小区周边夜间存在
异味较多的问题，高新区住建部
门安排相关执法人员开展夜间巡
查执法，对我区部分企业进行突
击检查，查出了问题原因。

当晚8点，执法人员首先在
中海国际社区周边进行排查，随
后又排查了8家涉气企业以及小
区居民重点反映的涉排放废气单
位，均未发现异味。随后，执法人

员巡查青桦逸景小区，发现小区
东侧海天路路东与山东商务职业
学院之间一处空地上，有人用液
化气焚烧塑料，并提取其中的金
属制品，产生刺鼻的异味。执法
人员当即对其行为进行制止，并
移交给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下一步，高新区将不定期在
夜间和节假日组织此类突击检
查，督促企业进一步提高环保意
识，加强企业环保管理，加大环境
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继续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福山区盐场街至振华街施工
港城西大街至盐场街路段恢复通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潘丹丹）8月31
日，福山区河滨路港城西大街至
盐场街路段撤除围挡，恢复通
行。记者从福山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了解到，河滨路排水改造工程
到了最后一步，从南向北依次铺
设面层沥青。在港城西大街至盐

场街路段恢复通行后，盐场街至
振华街路段也在开学后的9月3
日开始封闭施工，工期为4天。

工作人员介绍，封闭施工期
间，红旗路桥无法通行，市民可以
通过冰轮路、永福园路绕行。施
工人员将加快推进，尽快完成最
后一段道路面层沥青施工。

自今年6月15日实施
筑路施工至今，塔山南路与
观海路交叉口立交按照10
月底前主路通车要求，“7×
24”小时全力抢工期。截至
9月初，主路底板浇筑全部
完成，即将开展顶板浇筑施
工，预计本月中旬主体结构
基本成型。

为确保施工进度、行车
安全、扬尘治理、噪声控制等
多项目标同时“达标”，项目
部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在主干
路和闹市区施工对周边带来
的影响，确保10月底前观海
路主路正式切换通行。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潘杰 摄影报道

为了保证按期完工、尽快通车，施工工人连夜施工。

三台吊车正将钢筋等施工材料吊装至指定作业面。

烟台茶博会今日开幕
9月3日-6日 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名茶荟萃，中秋献礼——备受瞩目的一年一度烟台秋季茶
产业博览会暨紫砂、陶瓷、红木展今日
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展出
面积逾2万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近
800个，吸引来自云南、贵州、福建、广
西等全国69个茗茶原产区的逾500家
企业参展。本届茶博会，业内品牌好茶
汇聚，不论是陈韵的黑茶、醇厚的红茶、
清新的绿茶、鲜爽的白茶，还是香气浓
郁的花茶……在这里，你都可以喝个
够。临近中秋节，各大厂家也将拿出最
大的活动力度，买茶、礼品茶定制、招商
加盟代理等都将享受本年度的最低价。

天润平阳黄汤始终匠心如一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平阳黄汤就
被纳为贡品而闻名于世，味道不同凡

响。据平阳县天润茶叶有限公司负责

人黄兆锒介绍，平阳黄汤属于六大茶

类中的黄茶类，是中国四大传统皇茶

之一，黄叶黄汤，浓而不涩，厚而甘醇，

汤色杏黄明亮，并带有许许玉米香味

和兰花香，并且含有大量的消化酶，对

脾胃非常有好处。本次茶博会现场天

润黄茶·平阳黄汤优惠多多，购满500

元打八折，1000 元 7折，最低 6折优

惠，各位茶友切莫错失良机。

紫砂陶艺大师亲临现场

本次的宜兴紫砂展区可谓大咖云

集，周寅福就是其中一位。据介绍，周

寅福1964年生于陶都宜兴丁蜀镇陶瓷

世家，1983年开始从事紫砂陶艺创作,

后进入宜兴紫砂工艺厂研究所,深受紫

砂陶艺大师何道洪的悉心指点,精心辅

导。凭着二十多年来对紫砂艺术的热

爱与独特的理解,对造型工艺技法、紫

砂材质、创意主题深入研究，苦心结

研，逐渐形成了自己古朴典雅、端庄大

方的艺术风格,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

外大展并获奖,深受国内外收藏家的喜

爱，并被多家博物馆和艺术馆收藏。

五彩斑斓尽在淄博琉璃

世界琉璃看中国，中国琉璃看淄
博。本次展会，淄博琉璃尽显五彩斑
斓，可谓吸睛无数。

琉璃是在 1460℃的高温下烧制
而成的，其色彩流云漓彩，其品质晶

莹剔透、光彩夺目。一件件精美的
琉璃工艺品在匠人师傅们匠心巧手
中诞生，通过吹、拉、滚、撵、剪、缠、
揉、压等技法一块搓板、一个镊子、
一把剪刀，一把葫芦钳……成就了
一个又一个淄博琉璃艺术奇迹。

持身份证+健康码，安全逛展

本届茶博会，组委会将所有参会

人员、观众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因
此，本届展会，所有参观观众需持身份
证及健康码、测体温、登记后入场。

9月3日-6日，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2020烟台秋季茶博会，诚邀您来喝茶，
尽享茶文化盛宴！到达烟台国际博览
中心的公交线路有：7路、10路、17路，
23路，51路，55路、567路。市民也可自
驾车前往，将车辆停放在博览中心门前。

详询：13335012258

平阳黄汤 周寅福紫砂

淄博琉璃淄博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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