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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晋）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用文艺的形式讲好新时代黄河故
事、新时代山东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大
型交响音乐会《黄河入海》，将于9月16
日晚在山东济南奥体中心“东荷”体育馆
举行。

大型交响音乐会《黄河入海》是全国
沿黄九省（区）舞台艺术展演的首场演出
活动，也是2020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暨
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重要内
容，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山东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广播电视台、济南
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重汽集团、潍柴集
团、山东演艺集团协办。

音乐会由上部《怒吼吧黄河（节
选）》、下部《幸福母亲河（<我的母亲河>
节选）》两部分组成，将围绕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唱响新时代新黄河
的最强音。上部以《黄河大合唱》为主，
选取其中《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水
谣》《黄河怨》《保卫黄河》等5首经典作
品，展现九曲黄河气象万千的历史文化
积淀，唱响母亲黄河、英雄黄河、革命黄
河。下部为新创作的《黄河入海》，作品
包括《黄河遇见大海》《泰山颂》《幸福长
流母亲河》《未来你好》《情满入海口》《母
亲河抒怀》等6首作品，集中呈现生态保
护、国泰民安、乡村振兴、新动能与高质
量发展、文明交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思想内涵，深刻阐释奋力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鲜明主题，反映
新时代、新黄河、新征程。充满激情的情

景朗诵《我们是黄河泰山》和短片《献给
母亲河》串联起了上下两部。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冼星海先生写
出《黄河大合唱》到今天新的大型交响
乐《黄河入海》，既是一种传承与弘扬，
也是音乐黄河的创新与发展。精神内
核都是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奋发图
强，在音乐语汇、音乐结构、情感表达等
方面又有了新的升华。通过一场跨越
八十年的时空音乐对话，我们将看到中
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伟大嬗变。

据悉，参加演出的乐团和合唱团由国
家和山东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共同组成，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重汽、潍柴的山
东新产业工人合唱团和山大、山师、山艺
等高校学生合唱团。整场音乐会以山东
籍演员为主，同时邀请了部分知名艺术家

参加，既突出了山东特色，又保证了演出
精彩。

音乐会上，中国重汽将在全球首次正
式发布创新领跑的高端民族自主品牌——

“新黄河”重卡。黄河卡车诞生于1958
年，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民族品牌。“新黄
河”重卡在60年后焕发新生，将与《黄河入
海》交响乐共同谱写一曲现代制造业与典
雅艺术的琴瑟和鸣、融汇交响，成为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的成功标志之一。

9月16日晚上八点，山东广播电视台
将通过首次投入使用的“5G+4K”超高清
旗舰转播车，在山东卫视进行全程现场直
播，同时在闪电新闻等客户端平台线上直
播。“5G+4K”将实现超高清画质播出，细
腻、逼真的画面，5.1杜比环绕立体声，观
众坐在家中通过电视屏幕就可享受到音
乐会现场的顶级视听体验。

一湾是深蓝蓬勃旖旎的芝罘湾，一隅是正在节节
长高的“海上世界”施工现场。日前，全媒体记者探访

“海上世界”项目芝罘区广场施工现场，感受到激情昂
扬的建设“律动”。

沿着北马路建筑围挡进入到原红利市场区域，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芝罘湾广场项目东至原大关前街，西到会西街，
北临海岸线，南到北马路，占地达5.9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为7.2万平方米。按照规划设计方案，由13栋
建筑组成风情商业街，两到三层为主，设计布局采用
一心一环的开放式商业布局。

“芝罘湾广场项目是烟台海上世界项目的起步项
目，包括13栋单体、地下车库和景观、绿化、室外管网
等，是含设计、采购、施工等全过程的EPC工程，地下
建筑面积2650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45500平方
米。”烟建集团十公司项目经理万明罡介绍，项目于
2020年3月18日正式开工，目前工程处于主体施工
阶段，其中地下车库完成，3#、5#、8#、12#、13#楼主体
完成，开始砌体施工，2#、6#、9#楼二层完成，1#、4#、
7#、10#、11#楼二层正在施工。

记者了解到，芝罘湾广场由13栋单体海派风格
建筑组成，与烟台山景区和领事馆相呼应，形成烟台
文化新地标，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开埠文化及海洋文
化，着力打造功能过渡区、连接过渡区、景观溢价区、
人流聚集区以及临街展示面这5大板块，打造商业综
合体、特色餐饮游客中心、商业风情街、渔人码头、风
情休闲广场6大业态。

“截止到目前，整个芝罘湾项目主体框架已经接
近尾声，下一步将进行复古式斜屋面的施工，按照计
划2021年元旦前13号楼投用，明年下半年项目完
工。”记者随着万明罡脚步，来到最早交付使用的13
号楼前：“这栋楼屋面防水已经完工了，楼层正在砌体
施工。13#楼建筑面积3396平米，是具有餐饮功能的
综合商业楼体。”万明罡说，会西街西首最大的建筑是
1号楼——商业渔市综合体，其造型屋面的波浪形双
曲铝板也正在进行预制定作。

记者了解到，1号楼生态渔市，也就是咱老百姓
说的“大渔市”，建筑面积1.51万平方米，层高6米，以
海鲜零售、餐饮为主，辅以创新娱乐性海鲜零售业态，
打造围绕“鲜”为主题的海鲜餐饮世界，内部建筑设置
为回字型结构，规划步行零售商业街，建成后将成为
文化游览、休闲、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目
的地。

随着项目的推进，一个风情无限的海上世界正在
“款款走来”！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走一走“海上仙山”，尝一尝海鲜滋味儿。
9月16日上午9：30，“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烟台‘鲜’的七次方”之烟台“鲜”儿“海带
之乡，渔牧大钦”实播活动，走进长岛海洋
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大钦岛乡。实播活
动详细介绍了大钦岛海带养殖的历史、海
带的营养价值、大钦岛近年来养海护海的
做法等，全面展现了大钦岛海带优良的品
质，并依托权威平台进行传播推广，助力
农民增产增收。

大钦岛位于长岛北部，渤海海峡中
段，北与大连距离54公里，南与蓬莱距离
52.84公里，是距大陆最远的乡镇，由东
村、北村、南村、小浩村4个行政村组成，总
人口4500多人。靠海吃海，大钦岛海域
的海带驰名中外，是中国重要的海带养殖
生产基地，有“中国海带之乡”的美誉。

“咱们大钦岛海流通畅，水质肥沃，海
产品资源丰富，尤其适合海带养殖，也是
中国重要的海带生产基地。”大钦岛乡小
浩村书记唐家林介绍说。大钦岛养殖海
带的历史比较悠久，从1958年大钦岛人
民公社引入海带种植技术，当时的大钦岛
小浩村就开始了海带养殖试点，目前随着
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海带的养殖规模不
断扩大，约两万亩，超过了小岛本身的面
积，约年收割鲜海带18.2万吨，加工干海
带 1.79 万吨，其中出口 1800 吨，内销
8300吨，占全国海带出口量的70％以上，
海带年产值1.5亿元。

海带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
维、碘、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糖类、甘露
醇、蛋白质、各种氨基酸和矿物质，被称为
海洋里的“冬虫夏草”。大钦岛人肖艳玲
的拿手绝活就是家常凉拌海带丝，放一点
点佐料就能成就一道美味：先把生的海带
干蒸半个小时，然后用热水发15分钟，切
成海带丝，再用水焯一下、洗一下，喜欢辣
的可以放点青椒丝或者干辣椒丝，再放点
香菜段，非常简单。

近几年，烟台大钦岛乡以装备化信息
化助推海洋牧场升级，构筑海上的“绿水青
山”，为渔民转产增收开辟新途径。在大钦

岛海域，就有国内首座半潜式多功能海洋
牧场平台，这种平台体系以海工平台的概
念和主体为依托，以海洋牧场及海上养殖
基地为目标用户，打造海上牧场的多功能
中心平台，通过搭载水文水质监测设备和
水上水下监控设备，实现海洋环境监测、牧
场看护管理，同时也能作为海上休闲垂钓
观光、海洋垃圾回收等综合服务平台。

近期，我市围绕“仙境海岸鲜美烟台”
城市品牌，以“鲜”“仙”“先”“贤”“闲”“馅”

“蟹”等为主题，集中开展烟台“鲜”的七次
方系列展示活动，将“强国实播”活动常态
化，全方位展示烟台良好对外城市形象，
树立我市“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鲜明活
动宣传品牌。其中，烟台“鲜”儿围绕“仙
境海岸鲜美烟台”的城市品牌等，展示烟

台鲜美的海产品、新鲜的农产品以及各种
特色美食。

读者和网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收看实播：一是进入“学习强国”APP“推
荐”频道“强国实播”专题，进入实播画面；
二是进入“学习强国”APP，在上方菜单栏
中点击“实播中国”，进入实播画面。实播
时网友可通过扫码下单，购买农产品。

9月15日，由烟台市委统战部联合
市工商联、市工信局和市大数据局共同
打造的“烟台工商e联”民营企业网上服
务平台，正式启动运行。该平台作为民
企反应问题、表达诉求的快捷通道，通过
开展“点对点”式的服务，将会让民营企
业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从而推进我市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面对疫情影响，企业可获取哪些扶
持政策？”“商会会员遇到难题，能有一个
反应问题的渠道就好了。”“该如何确定
降税减负已经落到实处？企业希望有个
明确的答复”……

近年来，我市民营经济在抓住机遇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也面临着巨
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烟台市民营经济不
断发展壮大。有数据统计，截至今年6
月末，全市市场主体达到89.93万户，其
中民营企业24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超

过6000亿元，贡献了全市70%以上的
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
90%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经济在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全完善的服务民营经济的体制机
制，着力打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市
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工信局以及市大
数据局充分利用构建政务大数据的机
遇，经过多次对接，联合建设了烟台市民
营企业网上服务平台——“烟台工商e
联”，集中收集企业难题，及时推送给有
关部门办理。

据介绍，“工商e联”是依托现有大
数据开放共享交换和“烟台新动能”互
动平台，采取线上对接、线下协调的服
务模式。平台共分“政策e”“办事e”“问
题e”“留言e”四个板块，从政策解读、办
事指南、问题解答等多个方面服务民
企。

6月28日，“烟台工商e联”民营企业
网上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在我市民营
企业中被迅速下载使用。自试运营以
来，已有1477家企业入驻。平台共收到

用户点击“政策e”1989次，点击“办事e”
1337次，点击“问题e”1841次，点击“留
言e”850次。

“工商e联为我们民企搭建了一条发
声的有效通道，也是商会服务会员企业
的一个重要平台。”采访中，烟台内蒙古
商会会长、山大华天（烟台）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宏玉说。

作为首批入驻网上服务平台的民营
企业家，烟台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山东久
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兰清
也有同样感受。“烟台工商e联APP的开
发使用，是烟台市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她
介绍说，特别是在今年复杂、困难的形势
下，“烟台工商e联”能更好地起到桥梁纽
带作用，更加方便民营企业反映困难问
题，协助企业将党和政府的降税减负政
策和措施落到实处，这是实实在在地给
民营企业雪中送炭。”

为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网上服务平
台作用，形成助推民营企业发展的合
力，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通过举
办“发挥非公平台作用助力民营企业发

展座谈会”。重点解决在疫情防控进入
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帮助支持民营企
业渡过难关，实现民营经济健康持续发
展的问题。

确保惠企政策落地落实。市委统一
战线工作部牵头，统筹协调做好平台投
诉督办工作，通过与烟台新动能平台共
享数据，及时汇总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和
典型案例。对不予以解决或答复的，启
动相应的协调机制，督促其及时进行跟
进办理，

提供高效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民营
企业家们踏踏实实做事谋发展，目前平
台入驻企业数量和浏览使用数量稳步提
升，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烟台工商e
联”民营企业网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
行之后，将会更加
及时有效地关注民
营企业发展情况，
助推我市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

YMG 全 媒 体
记者 王鸿云 通讯
员 唐鹏斐

“烟台工商e联”民营企业网上服务平台启动运行

“e路相伴”助力民企发展

《黄河入海》今晚奏响济南
将通过首次投入使用的“5G+4K”超高清旗舰转播车全程现场直播

游海上仙山 品海带滋味
“烟台‘鲜’的七次方”走进长岛大钦岛

声 明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
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
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
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坐落于烟台芝罘区迎山路 36

号 内 4 号 的 房 产 权 证 丢 失 ，证 号

（2019）烟 台 市 芝 不 动 产 权 第

0018255 号。该房单独所有权第一

手房主董海萍声明该权证作废。

广告订版热线

66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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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
春康 通讯员 张琼戈）近日，在烟台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监察室，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负责
人在线监督了“烟台二中毓璜顶校
区危墙加固及改造工程”竞争性磋
商全过程，这是我市首个通过政府
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完成全流程电子
化采购、并在市政府采购监管平台
实现在线监管的政府采购项目，标
志着我市政府采购交易及监管开启
全流程电子化模式。

据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
建设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的同
时，为监督部门搭建了独立运行的
电子监督平台，交易信息实时推送
至监管平台，监管部门通过监管平
台对招标采购全过程进行实时在线
监管、在线下达行政监督指令，实现
市场主体、中介机构和交易过程信
息全面记录、实时交互，确保交易记
录来源可溯、去向可查、监督留痕、
责任可究，进一步提高了行政监督
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学习有礼！9月14日起，山东
省委讲师团、“学习强国”山东学习
平台、山东新华书店集团、山东省
互联网传媒集团联合组织开展全
省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新华杯”知识竞赛。成绩突出
参赛者将奖励价值200-1000元
图书！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还
能赢大奖，烟台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赶快行动吧！

大赛将分为初选赛和决赛竞
赛两个阶段。竞赛初选阶段为9
月14日至9月20日，竞赛决赛阶
段为9月21日至9月30日，全省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均可参与。
竞赛初选阶段将通过大众网、海报
新闻线上答题的方式进行初选，确
定200名入围人员，竞赛决赛阶段
也将通过线上答题方式进行决赛。

竞赛期间，参赛人员可在手机
下载安装“海报新闻”APP或在电
脑登录大众网（http://www.dz-
www.com）的方式，通过“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知识
竞赛入口”进入活动，完善相关资
料，选择进入竞赛活动。

初选赛和决赛竞赛期间，每
人每天各有三次答题机会，成绩
取个人最好成绩。个人排名根据
答题分数进行排名，相同分数答
题时间越少，排名越高。若分数
和时间均相同，则获得成绩越早，
排名越高。

竞赛活动结束后，竞赛组委会
将根据决赛竞赛期间答题正确率、
答题时间确定排行榜前200名获
奖，其中一等奖40名，二等奖60
名，三等奖100名。

组委会还将根据参赛活动情
况，对决赛成绩突出的前40名参
赛者奖励价值1000元图书，对决
赛成绩居第41至100名的参赛者
奖励价值500元图书，对决赛成绩
居第101至200名的参赛者奖励
价值200元图书。

通讯员 陈洋洋

我省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新华杯”知识竞赛开赛

千元图书大奖等你拿！

我市政府采购实现在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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