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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11
月24日凌晨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在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是我国
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收官之战，
将实现我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任务，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位于烟台
的航天五院513所研制的多项关键产品和
技术在嫦娥五号探测器上成功实现应用，
助力我国探月“挖土”。

作为我国探月三期工程采样返回任务
的核心，嫦娥五号探测器是迄今为止我国
研制的最为复杂的航天器系统之一，由轨
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4器组成，包
含15个分系统。在此次任务中，嫦娥五号
将经过11个阶段、20余天的在轨飞行过
程，采集约2千克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此次嫦娥五号发射成功，航天五院
513所研制的月壤表取控制单元、综合接
口单元、综合管理单元、电源管理、流体回
路分离机构等多项关键产品和技术成功实
现应用。

其中，月壤表取控制单元是月面土壤
采样机械臂系统的控制大脑，肩负着最为
关键的控制任务，同时将机械臂的控制、热

控、图像等数据回传到上一级的管理系统；
综合接口单元是嫦娥五号着陆器的控制中
心，对整个着陆器状态管理、各功能的控制
执行发挥着关键作用。综合管理单元，分
别应用于上升器和返回器中，作为整器的

“控制大脑”，对上升器月面起飞上升和返
回器再入式返回提供强有力支持。

助力我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任
务，烟台力量不容小觑。中国航天513所还
承担了安全数据记录器、着陆器返回器器
内环境监测探头以及相关产品的工程化等
研制任务。

航天五院513所主要从事空间飞行器
空间数据系统、总体电路、测控系统以及机
构与结构的研究和开发应用，是山东省唯
一一家从事航天高科技研究的整编制科研
事业单位。多年来，513所作为我国探月工
程主要研制单位参与了嫦娥一号、嫦娥二
号、嫦娥三号和再入返回探测器、嫦娥四号
的研制任务，伴随着嫦娥走过了一段段辉
煌的探月旅程，以高标准的要求圆满完成
了全部交付任务，为我国探月工程“三步
走”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推动航天强国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去月球上“挖土”，烟台出力了
航天五院513所多项关键产品应用在嫦娥五号探测器上，助力我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任务

“设了博士后工作站，方便了我们
借助‘外脑’搞科研，也为烟台引进高
端人才增添了渠道，还为人才走进烟
台了解烟台打开了一扇窗户，真是一
举多得。”提起前不久获批国家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的消息，中集来福士人力
资源部经理许鑫至今仍激动不已。向
内，培育搭建人才载体，优化人才管理
服务；向外，拓宽人才引育渠道，走出
去招才引智——芝罘区人社局“内外
兼修”，助力全区经济发展。

◎搭建平台，全区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增至5家

前不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
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公布获批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名单，烟台共5家，其中
包括中集来福士，这也是芝罘区培育的
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芝罘区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增至5家，此外还有
冰轮、张裕、东方电子、三环锁业。

“要不是芝罘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上门介绍相关政策，我们还不知道可
以申报博士后工作站，也就享受不到
政策红利了。”许鑫向记者介绍。根
据《烟台市博士后资金资助管理办
法》，经批准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在招收博士后人员进站并完成
开题报告后，由市级财政给予 40 万
元建站资助。

更重要的是，多一个博士后工作
站，就多了一个引才平台。为助力全
区经济发展，芝罘区人社局不断加强
载体建设，打造人才引育“助推器”。
对区内重点企业进行摸底，按照“精选
申报一批、优先储备一批、跟踪培养一
批”的工作思路，建立人才载体储备信
息库，协助中集来福士、喜旺食品、明
石创新产业技术研究院等11家企事业
单位获批烟台市高层次人才载体，推
荐中集来福士、宏远医疗科技产业园
成功获评市级专家服务基地。

◎拓宽渠道，建造人才引
进“蓄水池”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人才栖
息少不了梧桐暖巢。芝罘区人社局为
此不断拓宽人才引育渠道，今年全区
11家事业单位获批2020年度烟台市
高层次人才载体。依托人力资本论坛
活动，打造常态化、国际性招才引智平
台。前不久在芝罘区召开的2020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论坛
上，中国烟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与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
会(GDA)达成了共建山东管理学博士研究与发展中心的战略
合作意向，旨在为烟台和山东的企业家以及高级管理人才提
供企业管理的学术研究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升的全球工商管
理界领先资源。

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高层次人才，还需要汇聚各类人才共
同壮大智力引擎。芝罘区人社局结合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制
定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通过“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青鸟归来（芝罘站）”“青年人才夜市”“青年人才系列招聘
会”等规模以上人才招引活动进行发布和寻猎，吸引更多人才
来芝罘区工作和发展。今年以来，共引进各类人才5600余人，
其中硕士以上高层次人才485人，全职博士15人，“双一流”高
校毕业生83人、留学回国人才56人。在人才引进的同时，做
好区内高技能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培育，目前已举办焊工、品
酒、叉车等职业技能大赛8场，涵盖11个工种，推荐14人获评
市首席技师称号。有序推进各类人才工程的申报工作，协助
冰轮集团1名人才申报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优化服务，构筑人才集聚“强磁场”

人才引进来还要留得下。芝罘区人社局不断优化人才服
务，协调住建、财政等部门，积极落实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企
事业单位引才奖补等人才政策，为54名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
购房补贴110万元，协助7家引才企业申报市级引才奖补，营
造良好的引才聚才氛围。

协助辖区、企事业单位32名高层次人才申报烟台市优才
卡，并做好前两批54名“优才卡”“惠才卡”持卡专家的服务工
作。疫情期间，通过微信、短信方式为他们发送了《致在烟专
家公开信》，公开服务专员联系方式，“一对一”了解专家需求，
积极宣传疫情防控措施。为区内持卡专家发放《烟台市高层
次人才服务手册》，提供子女入学、配偶安置、旅游服务等相关
配套服务，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朱丽莉 隋万秋 程鲁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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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郭超 摄
影报道）鲜美正当时，莫负好时光。昨
日上午，烟台驶向大连的碧海之上，整
体喷绘了“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形象宣
传语的亚洲最大新型、邮轮型豪华客滚
船“中华复兴”轮破浪前行，烟台文旅创
新打造的一场海上公众营销推介会正
在举行。烟台以这样别致的形式，向国
内外的各地游客发出一次“冬游烟台”
的海上邀约。

“中华复兴”轮是亚洲最大新型、邮
轮型豪华客滚船，是烟台文化和旅游局
在境内外重点客源地区布局设立的第18
处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为更好地宣传
烟台城市形象，2020年，我市在烟台至
大连“中华复兴号”客轮上冠名“仙境海
岸 鲜美烟台”。不仅船身整体喷绘“仙
境海岸 鲜美烟台”形象宣传语，船舱内
也精心布设了精品图片展，一帧帧精美
绝伦的画面展示出仙境烟台千里黄金海
岸线上“山海岛泉河”的旖旎风光，打造
了“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城市品牌宣传

展示的海上流动窗口和“鲜美”风景。
上午 10点，伴随着精彩的文艺演

出，烟台文旅海上公众营销推介会正式开
始。在铁拐李、何仙姑等“八仙”的热情邀
约下，船上众多旅客兴致勃勃地参与到活
动中。烟台绒绣、蓬莱葫芦、莱州毛笔等
绚烂多姿的烟台非遗项目让人赞不绝
口。葫芦雕刻是烟台久负盛名的传统工
艺，蓬莱非遗传承人宋玉良利用手中的工
具和丰富的想象力，让大大小小的葫芦

“变了脸”，成为一件件精美、实用的工艺
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吸引很多旅客询
价、购买、拍照合影，纷纷沾沾“福禄”。

良辰美景，玉露琼浆。烟台是亚洲
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本次营销推
介会还特别策划开展了葡萄酒品鉴环
节，让旅客们在烛影摇红中感受葡萄美
酒夜光杯的浪漫。张裕酒城带来多款驰
名海内外的葡萄酒，现场邀请旅客们品
酒、鉴酒，让大家品尝到世界顶级品质葡
萄酒的“张裕味道”，也领略到烟台葡萄
酒城的“醉美”风采。大连旅客张德斌在

品尝葡萄酒后赞不绝口：“烟台葡萄酒，
酒果香浓郁，口感十分柔和，真是太好喝
了。”

“去年在‘中华复兴号’上挂牌烟台
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今年又在海上
举办文旅营销，这是烟台文旅营销推广
平台的创新举措，也是烟台培育海洋经
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渤海轮
渡公司将配合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海
上话剧演出、城市讲堂、海上婚礼、海上
推介、海上嘉年华等高端海上旅游活动，
共同打造好‘中华复兴号海上客厅’城市
新名片。”渤海轮渡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上公众营销推介会的举办，是一
次成功的邮轮推介之旅，也是一次创新
的文旅宣传之旅，彰显着烟台文旅向海
而兴的新气象，推动了冬季文旅消费新
活力与“文旅+交通”、区域融合发展新动
能。今天，烟台文化旅游营销团还将在
大连举办“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文化旅
游推介会，邀请大连游客们体验烟台冬
季旅游的魅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盖鹏 通讯
员 宋毅)昨日下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发
布会，通报了关于司法封查土地和海域使用
权清理处置专项活动的情况。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
长王桂一介绍，司法查封土地和海域所涉案
件，时间跨度长，涉案主体复杂，为确保清理
工作扎实稳妥推进，全市法院坚持在摸底核
查上高标准、严要求。自8月25日开始，利
用一个周的时间，对全市法院历年来首查封
涉土地和海域使用权未结案件组织逐一排
查，并分门类建立台账。

在初步自查的基础上，两级法院积极与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进
行对接，对涉司法查封土地和海域情况逐宗
逐案进行核对，确保了涉司法查封土地和海
域使用权案件底数清、要素准、不漏案、不落
项。经自查、对接、核查，截至2020年8月
31日，全市法院未结首查封案件涉土地和
海域使用权546宗、涉及案件514件，其中，
查封土地使用权506宗14809亩，海域使用
权40宗5390.55公顷（80858.25亩）。

涉司法查封土地、海域使用权案件，因
涉及主体多、司法程序复杂等特点，处置工
作周期长、难度大。为确保司法查封土地、
海域使用权处置工作高效推进，按照“共性
问题视频调度，个案问题现场指导”的模式，
各法院在坚持“依法处置”、“一案一策”基础
上，采取执行和解、评估拍卖等措施，有效盘
活土地和海域资源。经核查，全市法院涉司
法查封闲置土地共计12宗1370.82 亩。截
至2020年 11月 17日，已办结8宗 552.08
亩。剩余4案中2案将于12月份结案。

截至11月17日，两级法院已经办结案
件160件涉及土地海域使用权178宗，盘活
海域使用权10宗603.42公顷（9051.3亩），
土地使用权168宗5460.83亩。其中，工业
用地 110 宗 4308.84 亩，商业用地 43 宗
1001.86亩，农业用地15宗150.13亩。通过
处置查封土地和海域使用权，为当事人实现
债权49857.32万元，15件案件达成和解实
现各方共赢，帮助64家企业化解债务，实现
正常生产经营。下一步，烟台法院将全力抓
好涉土地海域司法查封案件清理处置工作，
确保12月底前依法完成全部涉土地海域司
法查封案件清理处置任务。

“冬游烟台”发出“海上邀约”
“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冠名“中华复兴号”客轮，烟台文旅创新海上公众营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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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法院涉司法
查封闲置土地
12宗1370.82亩

在龙泉那片自然养生地方系列报道（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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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持续蔓延，国内疫情总体呈现出零星散发的态势，
防控成为常态化。如何做好这场持久战，对普通
百姓来讲，一方面防护措施要做全，另一方面需要
强身健体，做好康养功夫。而在康养方面，安德利
集团打造出了一个集温泉养生、休闲度假的温泉
入户电梯洋房项目——安德利金山花园。这一
住房产品的问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泉水青山赏心悦目
令人流连忘返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黄渤海之滨，人因山而
生，业因海而兴。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
特的“山海文化”，山海文化的“山”是昆嵛山，昆嵛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峰峦绵延，林深谷幽，古木参
天；“海”是黄渤海，空气湿润，气候温和。青山环
绕，鸟鸣鸥飞，山海烟台被称为中国最宜居的城市。

独特的地理优势带来了独特的气候。整个
胶东一年四季分明，但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甚

至连大多数滨海城市的临海潮气都感觉不到，温
和宜人的温带季风性气候，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
来领略和享受这座浪漫滨城的成熟和风韵。

在这山海之间，洒落着许多璀璨的珍珠，牟
平区龙泉镇就是其中璀璨耀眼的一颗。龙泉镇，
以龙泉汤温泉闻名于世，清澈的汉河横贯小镇，
南依全真道教发祥地、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
保护区昆嵛山，成为人文气质与自然原生态兼备
的风水宝地。

金山花园就是坐落在这块风水宝地之上。
这里交通十分方便，从牟平开车，半小时即到，而
从烟台芝罘区、莱山区至金山花园开车无论是经
过滨海公路还是经过高速公路都不到一个小时。

昆嵛山麓、黄海之滨、
崑龙温泉近在咫尺

龙泉镇历史悠久，素有“千年古镇”的美誉。
秦始皇东巡时路过此地，并设立官道；在唐朝时
设立了驿站，供往来使臣、商人落脚休息；日本圆

仁和尚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行卅里到
龙泉村斜山馆”的记载；明弘治年间筑龙泉汤温
泉，供人沐浴，因涌泉喷涌如蛟龙吐水，故名龙泉
汤；清朝时达到兴盛，诗人王萍有诗赞曰：“石气
松荫雨后凉，飞鸿流水几垂杨，行人浴罢闲相语，
可似华清第二汤。”

有鉴于龙泉镇的温泉优势，安德利集团斥资
兴建了崑龙温泉旅游度假区，项目总投资40亿
元，总占地面积773亩，是集温泉养生、休闲度
假、疗养保健、商务接待和旅游地产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而金山花园项目
毗邻崑龙温泉，仅有一路之隔，从金山花园走到
崑龙温泉不足5分钟。如果说昆嵛山自然保护
区是烟台市的后花园，那么坐落在昆嵛山景区之
内的崑龙温泉则是金山花园的后花园。

“金山花园每一户都是温泉入户，随时可以
洗温泉，价格也很便宜，泡一个温泉汤，也不过
10块钱。如果来了亲戚朋友，也可以带到崑龙
温泉就餐洗浴，非常方便，消费价格也是内部价
格。”崑龙温泉的管理人员说。

彰显“全国文明镇”的
人文环境与自然禀赋

自古相传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除了是为
教育影响孩子，同时也是为了家人的身心健康多
次迁居。许多人购房置业，除了观看地理位置之
外，人文环境也是重要的选择因素。

“龙泉自然禀赋，一山一水一人家，山和水
是指昆嵛山和龙泉温泉，人家是指龙泉镇这个
小镇，2017年获得全国文明镇的称号，民风特
别淳朴，省内著名的长寿之乡，苹果、大樱桃、小
米、茶叶特色农产品非常丰富。龙泉镇内有崑
龙温泉旅游度假区，将军谷旅游度假区、烟台茶

文化体验园、双百山旅游度假区四个3A级以
上的旅游度假区。下一步龙泉镇将依托崑龙
温泉、金山花园，做好康养与文旅结合的文
章。基础设施路网、管网不断地完善配套，供
水、供气、供暖管网随着项目的不断开发而延
伸覆盖。值得一提的是，龙泉供暖模式比较先
进，采用清洁能源供暖，空气源热泵和污水源
热泵利用温泉废水提升暖气温度，大大降低能
耗和污染，保证山水人家不受污染。”龙泉镇党
委书记邹得民说。

龙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养神健身，人们
梦寐以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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