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夹河新城深化与中国铁建等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中
传、联东等24个重点产业项目年内完成投资18.5亿元；

八角湾中央创新区聘请世界一流设计公司阿特金斯完
成设计，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华为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中科院育成中心、清华力合科创等一批项目落户；

幸福新城国际智云城、数慧云计算基地等10个总投资
562亿元的优质产业项目全部落地、全面启动，年内出让土地
1200亩……

昨日，市委、市政府举行全市九大片区开发建设现场观
摩会，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一路评。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效率推进，这些热词成为片区开发建设鲜明的注脚。

重点片区开发建设分量有多重，能释放什么效应？作为
带状城市，烟台中心城区如何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我市的城市结构是‘一体两翼’，中心城区在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中心城区这个龙
头昂起来了，全市发展就会加快。”在谋篇布局“十四五”的关
键节点，市委书记张术平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九大片
区”建设仍是重点，同时推动城市建设由沿海发展向沿海沿
河融合发展跨越，提升城市厚度、拓展腹地纵深，不断提高中
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

面貌之变

惊艳!九大片区掀起新一轮攻坚突破热潮

走马各片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片区面貌正发
生可喜变化，令人惊艳。在八角湾中央创新区，钢结构的国际
会展文旅中心项目拔地而起，打造集会展服务、星级酒店、旅游
集散、商务办公、休闲娱乐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烟台会展
文旅新名片。值得关注的是，该片区聘请世界一流设计公司阿
特金斯完成控规及城市设计，规划尽显国际范儿，布局中央商
务区、科技创新区、会展文旅区三大板块，打造创新之区、人才
之城、会展之滨、活力之湾。同时，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
（生）院、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科院育成中心、清华力合科

创、中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等一批项目引进落户。
烟台一中新校区一期12栋楼全力加快主体建设，确保明

年9月底前竣工交付；一期珠玑路等5条道路全部具备通车
条件；220米标志性建筑“幸福之门”、智慧建造产业园、上实
特色商街及配套住宅等项目建设全速推进……在幸福新城，
腾空的土地上，大型施工机械来回穿梭，正在进行基础设施
施工，华丽蝶变、浴火重生的那一刻令人期待。更为重要的
是，片区洽谈引进的国际智云城、数慧云计算基地等10个总
投资562亿元的优质产业项目全部落地、全面启动，年内出让
土地1200亩，为幸福新城加速崛起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展示中心仅用9个月即建成投入使用；烟台港生产调度
指挥中心已进场施工；芝罘湾广场项目仅用7个月即实现13
座建筑封顶，建成总面积达7.2万平方米，部分建筑实现了当
年开工、当年交付、当年开业……海上世界片区立足打造“烟
台之窗”“城市之眼”，坚持高点定位、高效征迁、高位招引、高
速建设，全力推动片区快见成效、快出形象。

芝罘仙境片区，朝阳街22栋建筑修缮工作约完成工程量的
88%，乔尔卢布松餐厅、钟书阁、范思哲、阿玛尼等一批国内外知
名品牌入驻；所城里44处院落修缮工作，约完成工程量的80%，
现正同步开展管网改造、修缮设计及施工、业态招商等工作，朝
阳街主街、所城里十字大街2021年春节前开街运营。

效应之变

多重!产业聚集品质提升民生改善

时隔半年，两次观摩重点片区，足见片区开发建设对我
市尤其是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九大片区有多重要？
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看——
大片区、大开发、大建设，带来的是大产业、大投资、大发

展，这一点芝罘区感受最为直观。“今年，芝罘区固定资产投
资、实际使用外资均取得重大突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幸福
新城、海上世界、芝罘仙境三个区片的开发建设。”芝罘区委
副书记、区长杨波说。

此言不虚。幸福新城累计开工项目达到22个、开工面积
超过155万平方米，完成投资超过60亿元；海上世界成功引进
招商、华润、保利、世茂、山东港口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落地，成
功引进了福记茶楼、贰麻酒馆、漫咖啡等名牌商家进驻芝罘湾
广场；芝罘仙境总投资180亿元，其中文旅开发部分100亿元，

民生保障及综合配套部分80亿元，2020年完成投资19亿元。
此外，八角湾中央创新区6个重点在建项目总投资68亿

元，完成近20亿元。
从提升城市品质角度看——
九大片区中，有的记载着开埠历史，凝结着城市文明，传

承着几代烟台人的记忆，我们必须怀着对历史的敬畏感和责
任心，肩负起保护修缮的重任。

凝结城市记忆的朝阳、所城正在重拾梦想。芝罘仙境朝
阳街区域未来将以弥散式的红酒街区为特色，以文旅加红酒
产业为核心，形成集商贸旅居、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红
酒文化IP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所城里区域未来将以卫所、
民俗文化为主题，打造“一心、二祠、八馆、百业、千户”五大体
系，实现以奇山文化为核心IP的文旅休闲度假街区。该区片
是我市文旅产业发展的引领区，将打造具有标志意义和鲜明
特色的山东文旅新高地、烟台文旅新支点。

海上世界片区，是提升城市品质的“会客厅”。按照“国
际眼光、世界标准、烟台特色”的目标定位，建设成集“船港城
游购娱”于一体的高端商旅综合体，打造面向世界的“烟台之
窗、城市之眼”。

从民生福祉改善角度看——
有的是群众生活聚集区，但基础设施不配套、居住环境

较差，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及早为群众建
成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幸福家园。

比如幸福新城，在群众最为关切的教育配套方面，烟台一
中新校区一期12栋楼目前已全部完成前期配套工程，正全力
加快建设进度。健身步道、文化场馆、城市小品等内容的绿廊
公园，年内开始配套施工。三盛汝悦铭著、蓝光未来城等配套
住宅项目都在马不停蹄赶工期，一座彰显滨海特色的生态宜居
新城、一座迸发创新创业活力的时尚产业新城，已经初具雏形。

牟平新城5个安置社区加快推进，金埠家园一期安置社
区近930套安置房，已完成分配；沁河家园一期、文化家园2
个安置社区，提供安置房1000多套，主体已经完工；金埠家园
二期、沁河家园二期2个安置社区，提供安置房近1900套，目
前已完成土地征收。

理念之变

跨越!从沿海发展向沿海沿河融合发展

港城，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烟台发展也颇受大海眷

顾。但河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一个视角是：我市属于带状城市，如何拓展腹地纵深、提

升城市厚度，提高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
另一个视角是：从河流综合整治入手，加强污染治理，推

进美化亮化净化，带动河流两岸综合开发，是很多大城市的
发展选择。

从这两个视角出发，激活了城市开发建设的理念之变：
从沿海发展向沿海沿河融合发展。

以牟平新城为例，牟平境内的沁水河，被称为牟平的母
亲河，陪伴了一代代牟平儿女的成长。近年来，伴随着牟平
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老城已满、滨海稀疏、两个园区东西
相望，牟平城市发展的出路和爆点在哪里？突破黄浦江成
就了浦东新区。打破蜗居沁水河一岸的限制，城市向东突
破，沁水河两岸并举发展、纵横连接四方，牟平城市发展未
来可期。

根据规划，牟平新城以国家湿地公园——沁水河生态景
观长廊为轴带，南依蛟山，北望养马岛，东临烟台国际招商产
业园，西靠老城区，总规划面积约20平方公里，起步区约7平
方公里。该片区聘请同济规划设计院完成规划编制，按照产
城融合理念，确定“一廊两轴三核”总体布局，一廊就是建设

“小街坊、密路网、交互式”的东西向城市活力走廊，两轴就
是山海生态轴和政科文生态轴，通过中水利用、建设人工湿
地等方式，为沁水河进行生态补水，打造沁水河生态长廊；自
市民文化中心向北，依次布局建设江铜总部基地、科创基地、
政务中心等服务业项目。三核即政务中心、会展中心、烟台
（牟平）蓝色药谷。

一条河激活了一座新城、带动了一片区域。牟平新城丰
金生物医药、丰金生物医美、石药百克等项目开工，吾悦广
场、三峡新能源、海尔少海汇等项目落地，58科创产业园、江
铜大厦、中铁中建中韩（烟台）产业园牟平片区整体开发等项
目正在积极对接。

福山区在沿河发展上趟出了一条新路子。夹河新城坚持
生产、生活、生态共融发展，启动实施内夹河水环境提升、河滨
路景观打造及奇泉路道路绿化景观工程，并以河滨路为轴线，
形成北起沈海高速南至门楼水库沿河景观长廊。明年起逐步
实施夹河岛等三大城市公园建设和仉村河综合治理工程，全面
提升新城绿化覆盖率和绿地景观层次品位，满足群众休闲娱乐
需要，实现夹河新城建设公园式城市的发展目标。

九大区片攻坚突破，沿海沿河融合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一个龙头高昂的中心城区逐浪而来。

专家说

高起点顶层设计助力大市区“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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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总能带给人
无限遐想的空间。从
牟平新城到八角湾中
央创新区，从海上世
界、芝罘仙境到夹河新
城、空港新区……九大
片区重点片区开发建
设已拉开框架，蝶变正
当时！

项目加速、拆迁冲
刺、产业集聚、招商洽谈
……九大片区你追我
赶，绘就的是烟台的激
情篇章。

昨天的观摩现场，
YMG全媒体记者走近
专家，寻访建设者，倾听
市民感受，在向上的力
量、速度的力量、聚合的
力量、创新的力量中，感
受九大片区澎湃的推进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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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区融合发展，增强中心城市带动
力，一直是烟台城建不变的主题。此次布局
的九大片区，用国际视野谋蓝图，用最先进的
理念规划，高起点顶层设计，助力引领城市

“突围”。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见解——
市城市规划编研中心科长陈旭：要把

拳头握紧，集中力量壮大城区，让城区带动
乡镇。增强城区东西重点板块带动功能，
统筹协调南北区域发展，推进中心城市扩
张提质。按照“一城提升、两翼突破、三带
隆起”的空间布局战略，拓展城市东西两
翼。作为烟台市向东发展的“桥头堡”，金
山湾区的建设，对于平衡烟台市东西均衡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幸福新城作为主
城区居住片区之一，是芝罘主城向西依托
蓬莱和开发区打造创新引领、产业集聚、生
态友好的重要一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
科长吴鹏：在新一轮《烟台市城市发展战略
研究》中，对我市新主城区实现空间结构优
化，破解带形城市尺度过长带来的种种潜在
弊端，从原本组团条块分割和单一功能分区
走向强调更加特色化与专业化的功能区融
合，其中，芝罘区幸福新城的规划建设不仅
关系到芝罘区北部的建设发展，也关系到整
个烟台市的城市格局。烟台通过九大片区
的规划建设，加快缩小中心城区时空距离，
做大做强中心城区城市经济，加快城区融合
发展，高标准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持续增强
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和梯度扩散功能。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鲁
东大学教授刘良忠：九大片区每一个片区
都是一个潜在的区域发展增长极，多点连
线，以点带面，有望在全市培育、形成一个
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板块，一定程度上突破
烟台市中心城区发展空间不足的制约，缓
解人员日益密集、公共基础设施“短板”、生
态环境承载压力过大等一系列矛盾，有利
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一体发
展，可为胶东半岛一体化发展、烟台威海同
城化发展等探索先进经验，开拓创新思路。

烟台城市文化研究专家、山东工商学院
儒商研究院副院长支军：在烟台城市更新中
如何留住城市文化的根与魂？在九大片区的
建设规划中，我比较关注的是芝罘仙境片
区。蝶变后的大烟台，既要传承历史文脉，留
住城市肌理，又要在更新实践中产生新的城
市元素和新的城市意象。九大片区高质量建
设的全面起势，烟台城市更新迈出了新的一
步，城市空间将会重塑，蝶变“大烟台”已为时不远。

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委员、鲁东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所所长李世泰：布局九大片区，实现多 组 团 崛
起，不仅符合烟台作为条带形城市发展 的 一
般规律，而且能提升中心城区经济产出 效 益
和在区域中的经济地理区位，更能优化 城 市
结构、提升烟台社会和生态整体效益。

追求速度者，都享受日行千里的快感；向
往广度者，都渴望感受缤纷与繁华。

敢为人先的烟台人，既追求速度又向往广
度。二者如何兼得？在生机勃勃的九大片区
建设现场，记者听到了建设者们的答案——

空港新区蓄势起飞
讲述人：烟台开发区重点项目推进中心

主任刘志勇
一年来，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一

核一廊两片区”，即机场核心功能区、临空经
济走廊以及开发区、蓬莱区两大片区的布局
规划，全面推进各项工作。目前，空港新区内
在建和筹建的项目11个，总投资142.2亿元，
其中在建项目7个，总投资119.4亿元，宝能物
流、百骏生物、大季家医院、C-5安置小区正
在进行装饰、配套施工；机场二期场地平整接
近尾声，飞行区开始管线配套施工，T2航站楼
正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筹建项目4个，总
投资约22.8亿元。

八角湾畔：崛起创新高地
讲述人：烟台八角湾中央创新区推进服

务中心副主任江荣
按照“一年完成规划，三年拉开框架，五年

初具形象”，片区内各大项目正快速高效、科学
有序推进。今年8月，作为我市引入的首个双
一流高校研究生院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
（生）院建成交付。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于3月
16日开工建设，工程进度超计划推进，完成地
下结构及钢结构柱、梁安装，完成投资11.5亿
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胶东半岛创新中心提
前两个月封顶。八角湾旅游文化中心（威斯汀
酒店群）提前3个月开工建设，最快单体施工至
10层。

引入的科教平台项目进展顺利。烟台先
进材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验室在全省四个
项目中率先完成选址和方案设计。烟台大学
开发区科教园区项目完成PPP社会资本招标
工作。山东建筑大学产学研基地项目完成项
目建议书、风险评估、可研等前期手续。八角

湾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做好“拿地即开工”
准备。

幸福新城：变身城市“新都心”
讲述人：芝罘区在重点项目服务的督考员马妍妍
芝罘区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成立区“三重”工作专班，

抽调“督考员”组成专职督考组，创新“督考一体”工作机制，
集中沉到项目一线，靠上协调解决问题困难，全力保障重点
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对幸福新城开展实地督考200余次。

幸福新城已有10个总投资562亿元的优质产业项目全
面启动，既有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类项目，又有高端信息技
术产业和大型商贸服务类项目，这些龙头项目投资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涵盖业态广、带动能力强，为幸福新城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海上世界：重塑“烟台封面”形象

讲述人：海上世界工作专班负责人衣英龙
作为海上世界工作专班的牵头部门，我们克服不利因

素，历时仅7个月顺利实现芝罘湾广场项目13座建筑封顶，
部分建筑可实现当年开工、当年交付、当年开业的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三年征迁开发计划，确保在2021
年3月底前完成火车站北广场、环海路区片征迁签约，实现海
上世界项目征迁决定性胜利；坚持市内、省内与全国、全球招
商相结合，吸引更多商业巨擘和优质项目参与到海上世界项
目中来。另外，将全力推进烟台港双子塔、财富中心、科技艺
术中心、宽厚里等八大工程，形成全面开发建设的新高潮。

芝罘仙境：城市文脉展新颜
讲述人：芝罘仙境项目指挥部办公室综合部部长张岩、

蓝天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康建锋
1月5日，市政府与灵山集团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后，蓝天

集团作为芝罘仙境项目的实施主体，主动作为、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同步开展规划方案、业态布局、管网施工、修缮设计及
施工、街区招商等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此次观摩活
动，更加明确目标，坚定信心，为圆满完成年度任务指明方向。

下一步，将加紧完成建筑修缮验收及两街整体招商，确
保春节前朝阳街主街、所城里十字大街开门纳客。峰山安置
房项目年底前实现主体完工，争取早日交付使用。

夹河新城全面起势
讲述人：夹河新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初兴
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推动指导下，福山区沿夹河两岸谋

划了30平方公里的夹河新城，确定了“高水平规划引领+基础
设施先行+公共配套同步+产城融合发展”的思路，聘请国内顶

级的同济大学规划团队进行高水平策划，形成了“一岛、一城、
两园、两镇”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年内，我们新引进世界500
强和行业领军企业5家，中传、联东等24个重点产业项目完成
投资18.5亿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完成投资7.6亿元，
全年完成总投资26.1亿元，带动夹河新城建设全面起势。

高铁新区：开启南向“新通道”

讲述人：高铁新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2019年6月，我们接到高铁新区核心区征迁任务后，立

即成立由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任指挥长的拆迁指挥部，24小时
昼夜奋战，仅用了17天就全部完成曲家庄363户民宅、106户
厂房门店和1245亩土地清表，刷新了“莱山速度”。

今年，我们又相继完成了8大规划，93.9平方公里范围内
的3大圈层9大功能区完成总体设计，核心区、延伸区控制性
详规、南站站房和站前广场、基础设施等主要专项规划全部通
过了市规委会评审。与此同时，我们围绕核心区1平方公里的
首开区开发建设，迅速引进总投资150亿元的绿地城际空间
站，23万平方米的科创商务区拉开框架，投资32亿元的南站站
房、站前广场提前启动。我们全面开展主题招商，引进储备了
总投资1100亿元的45个重点产业项目，一批国字号中字头、
三类500强大企国企落户建设，推动高铁新区全面起势。

金山湾蓝潮激涌

讲述人：金山湾区推进中心副主任孔泉
今年以来，高新区主动作为、破难奋进，推动金山湾区加

快开发。按照“管委会+公司”模式，在园区体制机制改革中，
设立金山湾区推进中心，组建金山湾开发公司，引进了世界
500强中信集团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展投资和产业招商，
市场化开发实现破题；市政府通过了海经大厦用于与上海药
物所共建环渤海药物高等研究院；道路、管涵、雨污水管网、
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高速出入口等一批基础设施工程加
快推进；城镇化改造开展了清点评估等前期工作。

东翼崛起牟平新城

讲述人：牟平新城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于铭
牟平区委、区政府聘请同济建筑院城规中心，对牟平新城

进行了总体研究及规划设计，确定了“一廊两轴三核”的总体
布局。新城建设以规划为引领，统筹布局各功能板块，同步推
进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真正做到产城融合，打造现代化国际
新城。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现场观摩会议精神要求，全面掀起
牟平新城建设新高潮，确保年内新城起步区建设有变化，二年
成规模，三年大变样。

快速更新的时代里，居民生活方式和生
活水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身处九大

片区的居民，他们有的从低矮平房搬进宽敞楼房，有的离家
一路之隔崛起了商业综合体，有的名校名医院开到了家门口
……而更令人欢喜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拥有无限憧憬。

开发区八角街道居民王秀秀：我们原先偏僻的八角一下
子热闹起来。看着八角 湾中央创新区一天天

崛起，作为土生土长的八角人，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期待她
早日建成，想象着她建成后的模样。现在上下班经常看到八
角湾国际会展中心和八角湾旅游文化中心的施工现场，每天
都有新变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片区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
对八角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福山区君山水小区居民王晶：冰上综合体就在我们小区
旁边，孩子特别喜欢这项运动。夹河新城的绿化也越来越漂
亮，交通也越来越方便。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传·百乐里建设
速度也很快，可以满足吃、喝、玩、乐、购、住、游等多种需求，
对于不久之后的生活，全家都充满了期待。

芝罘区原所城里居民王典玉：我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之

前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低矮平房里，冬天冷，夏天雨天一脚
泥。芝罘仙境开发建设中，我仅投资15平方米的费用就可以
置换一个102平方米的新房。

我们赶上好时候了，生活环境好了，心情也好了，越活越
年轻。看着芝罘仙境的效果图，自己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片
区建设的“烟台速度”背后是“民生温度”。

烟台市九大片区从设想到定盘、从布局到落子，始终
以群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为导向，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持续提升城市形象，一个个幸福家园安放着百姓安居
乐业的梦想。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杨春娜 通讯员 马双军

亲历者说

砥砺奋战，处处是急切奋进的足音

居民说

“这里安放着我的梦想”

中心城区，龙头昂起来
九大片区开发建设势

头正盛，城市建设由沿海发
展向沿海沿河融合发展跨
越，提升城市厚度、拓展腹
地纵深—— 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苗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