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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市民在烟台市博览中心欣赏面艺作品。当
日，以苹果为主题的面塑面艺展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落下帷
幕。为庆贺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在烟台市举行，烟台市农
学会邀请来自全省的7家面塑面艺企业的百余名乡村面艺
师，以苹果为主题设计了苹苹、安安两个大会吉祥物，各企业
也都为苹果展销设计了宣传制品，同时助力苹果和面塑面艺
产业发展。YMG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摄影报道）27-28日，
由烟台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市政府外事办、市农业农
村局等主办的“洋眼看烟台·云赏烟台之鲜美”活动，相继走
进我市多个苹果产区、酿酒基地、地标景点，来自美国、英国、
俄罗斯、印度、奥地利、巴基斯坦等常驻国内的20余位外国
记者、网红主持人、外籍粉丝，尽享烟台美食与美酒，体验港
城别样的城市魅力。用社交媒体上一系列新鲜出炉的实拍
照片、视频，为“鲜美烟台”实力代言。

“我的家乡在加利福尼亚的纳帕谷，是美国著名的红酒
产地，但今天在蓬莱看到如此之多的发酵罐，以及苹果、葡
萄、杏子等当地水果，都能酿成可口的美酒，这还是第一回。”
在蓬莱嘉桐酒业品酒区，美国小伙Kenneth Cari逐一品尝
了各种口味的果酒，不时将品酒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在济
南生活已有10年的他，用一口地道的山东方言，向社交媒体
上的朋友隔空喊话：“在济南开西餐厅的‘老师’看过来，烟台
有最好的佐餐酒，度数不高，口感丰富！”

“Delicious！Sweet！Juicy！（真好吃，又甜又多汁）”
在蓬莱昊林苹果种植基地，直接从枝头摘下一个苹果大快朵
颐的巴基斯坦小伙Muhammad Mudassar Riaz，猛吃一
口后“感叹三连”，连称自己吃到了来中国后最新鲜、最水嫩、
最脆甜的苹果。“我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问我，为什么巴基斯
坦国内的苹果切开之后不变色，而烟台的苹果咬上一口，颜
色就迅速变深了？”“烟台苹果糖分高、水分足，切开暴露在空
气中会迅速氧化，所以必须赶快吃，你的吃法很地道！”基地
负责人郑文彬笑着为巴基斯坦友人答疑解惑。

“云赏烟台之鲜美”不但有美食美酒，更圆了不少外籍网
红的“功夫梦”：在国家级非遗螳螂拳烟台传承基地，换上练
功服的俄罗斯姑娘Semikina Daria，跟着螳螂拳传承人于
永波一招一式地学起了拳法。

去年6月，由烟台市委宣传部和中国日报社联手打造的
“烟台英文全球传播平台”正式上线，利用烟台海外社交媒体
专页与“仙境烟台英文网”等，面向全球受众全方位宣传烟台
的创新发展与人文魅力，充分展示烟台风采。此次“洋眼看
烟台·云赏烟台之鲜美”活动，采用“线下采访+线上传播”的
形式，邀请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的外国友人及外籍记者、海
外社交媒体粉丝，通过游美景、享美食、品文化，进行一场烟
台美景、美食、文化的饕餮盛宴，在中国日报社全媒体平台、

“烟台英文全球传播平台”“发现美丽中国”“中国文化”、“美
食中国”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联合全球发布，并在
外国主流媒体网站进行定向推广，有效助力“仙境海岸 鲜美
烟台”品牌的对外传播。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受众进一步了解
烟台、前往烟台，在烟台投资兴业。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自然资规告字〔2020〕第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http://www.ytlands.
cn/）公开挂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人民币）

宗地序号

烟 J[2020]
1008 号海
上 世 界 项
目 A- 08-
1宗地

烟 J[2020]
1009 号海
上世界项目
A-17宗地

宗地位置

位于芝罘区
火 车 站 以
北，一突堤
范围内。

位于芝罘区
火 车 站 以
北，一突堤
范围内。

土地出让
面积（约）

9676.7

14601.7

用地
性质

商 服 ，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商 服 ，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容积率

≤5.29
且>5.2

≤0.7
且>0.6

规划建筑面积（约）

规划地上建筑面积大于50400
平方米且小于等于51300平方
米（其中物业用房建筑面积大于
等于350平方米，派出所建筑面
积大于等于3200平方米）；规划
地下建筑面积约14400平方米。
规划地上建筑面积大于8800平
方米且小于等于10200平方米
（其中物业用房建筑面积大于等
于80平方米）；规划地下建筑面
积约4300平方米。

出让
起始价

17900

11000

竞买
保证金

17900

11000

出让年限

商 服 40
年，公共管
理与公共
服务50年

商 服 40
年，公共管
理与公共
服务50年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

及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
的除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的要求,办理CA数字
证书，申请参加竞买。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
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期限、
挂牌出让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公告期为: 2020年10月30日9时至2020
年11月19日9时。

(二)申请人可于2020年11月19日9时
至2020年11月27日10时前登录烟台市土
地市场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获取保
证金缴纳账号，通过网银或电汇缴纳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11
月27日10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网服务器

时间为准）。申请人须以办理CA数字证书
的名称一次性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
证金帐号由系统自动生成）。逾期，烟台市
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止受理申请(因银行保
证金系统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申请人
保证金缴纳时间适当提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期为：2020年11月19日9时至 2020年
11月29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规则》，网上挂牌交易期结束后，进
入网上挂牌出让审查期，审查期不超过3个
工作日（详见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2020年10月30日至2020

年11月27日期间，登陆烟台市土地市场网，
在首页的“‘土地市场’→‘土地出让’”栏中

点击意向地块，对意向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进行查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竞
买须知、出让合同(模板)、相关图件、相关附
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变更的，烟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布
补充公告，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告之
日起，相应顺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话：0535-6713233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gtj.yantai.gov.cn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30日

昨天下午，首届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
落下帷幕，本次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标志烟
台苹果产业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
烟台苹果将如何踏入新征程，攀登提质增效
新高峰？记者获悉，针对烟台苹果未来发展
规划，我市将分阶段实施更新改造老龄低效
果园、高水平承办国际展会、提高果业深加
工水平等措施，力争把烟台苹果打造成世界
知名品牌。

把“烟台苹果”打造成世界知名品牌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晨光向记者介
绍，自去年开始，我市先后制定出台了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三年实施意见和六年发
展规划。通过6年的努力，把烟台打造成世
界一流苹果生产基地、中国苹果产业的科技
创新引领者，把“烟台苹果”打造成世界知名
品牌。

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20年—2022年）：全市苹果种植面积保
持在280万亩左右，优质果园面积达到150
万亩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0%以上；总产量
560万吨左右。三年建成国家级“山东烟台

苹果产业集群”，开创国内以地市为单位、规
模化改造120万亩老龄低效果园的先河，建
设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烟台苹果科技创新
中心、大数据中心、展示交易中心和文化博
物馆，建设山东苹果·果业产业技术研究院，
高水平承办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暨国际果
蔬·食品博览会，规模化以上苹果加工企业
达到30家以上，打造一批休闲旅游示范点。

第二阶段（2023年—2025年）：全市苹
果种植面积稳定在270—280万亩之间，优
质果园面积达到200万亩以上，优质果率达
到92%以上，总产量560万吨左右，苹果加
工比例25%以上。在烟台苹果文化博物馆
基础上，规划建设“中国苹果博物馆”。一二
三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把烟台苹果打造成
世界知名品牌。

科技支撑烟台苹果提质增效

今年的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以“创新、
提质、增效、富民”为主题，烟台苹果产业想
要高质量发展，必须有科技支撑。吴晨光介
绍，烟台市围绕构建苹果产业科技创新体
系，重点实施了五项科技创新工程。

果业重大科技创新工程。按照“引进吸
收+自主创新”的思路，实施农业科技展翅行
动。密切跟踪世界苹果产业技术前沿，高水
平打造山东省政府唯一的农业类苹果·果业
产业技术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烟台苹果科
技创新中心，超前部署前瞻性和共性关键技
术研究，全面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新品种培育工程。发挥市农科院、
创新型果品企业等单位育种优势，开展国内
外优良苹果种质资源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
用，建设国内一流的苹果种子资源圃。组建
苹果自主创新育种技术团队，研发了一系列
苹果新品种、新砧木；利用苹果分子标记辅
助育种等先进技术，加快新品种创新步伐。
装备提升工程。依托市农机科研所和农机
生产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通过引
进、研发、优化提升等方式，在高效植保、套
袋、修剪、采摘、清选分级等关键环节取得突
破，研发了一批新型智能、适应性强的农机
装备，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有效提升了果园
管理机械化水平。国家苹果信息枢纽中心
工程。建设国家级苹果大数据中心，推进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苹
果产业的综合应用。建设了一批数字化果
园，提升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

化、服务便捷化能力和水平，实现生产全过
程可监可控、风险预警和决策辅助，打造智
慧农业技术应用示范样板。

在市场与信息引领工程中，通过完善烟
台苹果展示交易中心、苹果拍卖中心、苹果
期货市场建设，到2025年，把烟台打造成全
国苹果的市场信息中心、价格中心、展示交
易中心和集散中心。

定期举办高标准、国际化苹果节

今后，苹果节将作为烟台一项高水准、
国际化苹果节会，定期举办并将长期办下
去、办得更好。

据悉，预计明年3月份，烟台还将举办
第二节中国果菜茶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苗
木交易会，目前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启动。今
后，还将围绕烟台大樱桃等名优农产品，农
机、生产资料等全产业链各环节举办不同层
次、不同规模的节会、展会，也将积极组织企
业、经营主体等带着烟台的名优农产品、新
技术、新成果走出去，参加国字号、国际性会
展，全面展示烟台农业发展成果。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41个签约项目总额370亿
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落下帷幕，首次办会“七个新”

“烟台苹果”未来这样走
打造世界知名品牌，科技支撑提质增效，定期举办高标准、国际化苹果节

面塑面艺展助兴苹果节

加州小伙用山东话
为烟台苹果“打Call”
饮美酒享美食，20双“洋眼”争睹鲜美烟台

29日下午，为期三天的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圆满结束，烟台市人民政府举行了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成
果发布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仅两天半的时间，本次节会鲜果销售103吨，各类鲜果及
苗木、加工产品、农资等全产业链各类产品成交总额超过1.66亿元。本次节会共签订合约41个，总金额约
370亿元。其中，千万以上大项目29个，18个项目迈上亿元“俱乐部”。

首届国际苹果节创新性办会，展示“七个新”：引领办会新方向、会展拉动新经济、产学研招新模式、汇聚中
外新产品、全面展示新科技、苹果文化新高度、营销宣传新方式。

知名主播为家乡苹果代言知名主播为家乡苹果代言。。

↑↑乡村面艺师以苹果为主题乡村面艺师以苹果为主题，，设计设计
了苹苹了苹苹、、安安两个大会吉祥物安安两个大会吉祥物。。

举全市之力打造“新窗口”

在成果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推进工作专班办
公室副主任吴晨光介绍，本次苹果节举全
市之力，引领了办会新方向，市委宣传部、
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城管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文旅局、市外办等28个部门通力协
作，这一节会已经成为继世界工业设计大
会、国际葡萄酒博览会之后的我市又一大
品牌展会，成为推介烟台苹果、展示烟台形
象的重要窗口。

纵观本次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展示
产品多、参展人数多、招商项目多，办会档次
高、宣传推介力度大、社会各界反响好，既集
中展示了烟台苹果产业发展成果，更为全国
苹果产业产销对接、学术交流、科研创新、品
牌打造、文化传承等全产业链搭建起互利共
赢、包容开放的平台，把节会办成了链接全

国苹果产业优势资源、推动苹果产区交流互
鉴的标志性盛会。

18个签约项目迈上亿元“俱乐部”

仅仅两天半的时间，节会成交总额超过
1.66亿元；共签订合约41个，总金额约370
亿元，18个项目迈上亿元“俱乐部”。本次展
会拉动了新经济，硕果累累。

记者自成果发布会上获悉，节会展览面
积2万平方米，参展展位904个；参会参展的
海内外主要苹果产区及优质果品地区展团
22个，参展企业353家，客商2118人，参展
及观展人数达5万多人次。初步统计，仅两
天半的时间，节会鲜果销售103吨，各类鲜
果及苗木、加工产品、农资等全产业链各类
产品成交总金额超过1.66亿元。

通过产学研招新模式，在大会开幕式
上，中国苹果产区联盟与苹果品牌发展联
盟、中国苹果产业协会加工分会、中华供销

合作社济南果品研究院烟台分院、
国际果汁工业保护协会烟台办事处
等行业内部重要机构集中成立、现
场授牌，进一步捍卫了烟台苹果
的行业地位。据不完全统计，
本次节会共签订合约41个，总
金额约370亿元，其中，千万
以上大项目29个，创下了
国内苹果节会新纪录。

中外苹果新品汇聚一堂

苹果节上走一圈，中外最新的苹果
品种都能见到、吃到。本次盛会汇聚
了中外新产品，集中展示了红富士、维
纳斯黄金、王林等国内常见的苹果品种30
多个。在世界苹果展示区，展示了来自美
国、新西兰、智利、日本、南非、泰国、土耳
其、越南等8个国家的13个苹果品种、4个
水果品类，火箭果、青森苹果等国际知名产
品集中亮相，为广大观展群众带来视觉和
味觉的享受。除苹果外，还展示了莱阳梨、
猕猴桃等全市名优特农产品及全国各类农
产品34大类，脆片、果酒、果醋等加工产品
20多种。

在节会期间，山东苹果·果业产业技术
研究院、烟台苹果脱毒种苗繁育中心等科研
院所和科创平台展示了苹果生产各个环节
的大中型农机69台套，展示优质苗木新品
种37种，推广先进节本增效技术19项。

烟台苹果文化再创新高度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烟台苹果主题摄影
作品展，共收到作品4000幅，评选获奖作品
145幅。“烟台苹果，甜美中国”绘画展共收
到来自全国近20个省、60余个城市和地区

的作品296幅，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15幅。
节会还同步举办了中国好苹果大赛，进入决
赛阶段的果农140人，23人获奖。开展了中
国现存最长树龄苹果树、最高产果园认证，
用实物和数据，直接印证了“烟台苹果之
最”。此外，节会还融入了八仙过海、面塑、
剪纸等胶东特色文化元素，为广大观众带来
了一场文化盛宴。

在苹果节上，10多家国内知名“网红”团
队现场直播带货，50多家网络平台现场助推
大单签订，近千名主播参与节会宣传，搭建产
销对接的桥梁。50余家各级各类新闻媒体
的近百名记者参会采访报道，既有报纸、广
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微博、微信、客户端、直
播平台等新媒体，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俄罗
斯、奥地利、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常驻国内
的媒体朋友和“烟台英文全球传播平台”的外
籍粉丝。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影 YMG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