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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区项目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建设

去年绿色建筑超二百万平方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

健 通讯员 张瑞 孟超）记者从芝罘
区住建局获悉，近年来。芝罘区区
属项目全部按照《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要求进行建设，因地制宜、以点
带面，积极有序地推动绿色建筑发
展，2020年全区绿色建筑开工面积
超过200万平方米。

绿色建筑以建筑和自然环境
的协调发展为目标，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减少污染，减轻建筑对环
境的负荷，最大限度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
高效的使用空间。发展绿色建筑
既是目前房地产行业转型的重要
方向，也是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理念
的重要手段。住建局在日常工作
中主动上门服务、严格督导审查，
注重项目建设全过程把控绿色建
筑标准实施情况，在建设条件、图

纸审查、施工节点、竣工验收等环
节明确相关要求，推动绿色建筑标
准全面实施。目前，万科西雅图、
龙湖天矩等项目已取得山东省二
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并投入使
用，正在建设的中瑞城项目借鉴瑞
典哈马碧湖城循环宜居的生态城
市系统，打造烟台首个“健康、生
态、节能、环保”的新型绿色生态社
区，近期该项目送来一面“服务热
情周到，工作快捷高效”锦旗，对建
设节能服务工作的指导和服务表
示感谢。

下一步，住建局将继续贯彻国
家、省、市、区有关政策法规，细化推
进措施、分解目标任务，定期组织形
式多样的指导、服务、宣传活动，为
企业进行相关政策解读及技术指导
服务，推动芝罘区绿色建筑工作高
效发展。

芝罘区销量最高，新批商品房预售许可2个

上周六区新房销售598套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

健 通讯员 夏成 常虹）据市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统计，烟台六区上周
（1.4-1.10）新建商品房销售598套。

六区之中，新建商品房销售量
最高的是芝罘区，销售164套。销
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青年南路以
西、下曲家水库南侧地块（留香园）
销售18套,珠玑路以西、珠玑中路
两侧（原益丰灯芯绒厂区）B地块
销售14套,烟台双城汇一期销售
13套。开发区次之，销售123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万科墨翠
小区销售24套,佰和荣筑小区销
售24套,瑞玺小区销售11套。福
山区第三，销售99套。销量排在
前列的项目有万科城市之光小区

18套,清悦华府销售15套,东方华
府销售12套。莱山区销售88套。
销量排在前列的项目有三滩1号B
地块销售 11套,大郝家旧村改造
项目（滨湖万丽小区）C区销售 7
套,烟台华润中心销售6套。牟平
区销售79套。销量排在前列的项
目有桂语江南小区销售12套,智
慧领域销售4套,恒大御澜庭销售
4套。高新区销售45套。销量排
在前列的项目有保利堂悦销售13
套,绿地德迈·珑璟台销售5套,兴
盛·铭仕城C1区销售4套。

六区批准商品房预售许可 2
个。其中开发区1个，为渔号英迪格
酒店2号楼。芝罘区1个，为天赐椿
城三期3#、4#办公楼及2#商业楼。

135个市区城建重点项目均达到预期进度

我市住建局荣获省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

讯员 郞咸山）近日，全省住房城乡建设
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回顾总结

“十三五”及2020年工作，分析面临的形
势，安排部署“十四五”和今年重点任
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王玉志作工
作报告，党组书记李力作了总结讲话。
会上，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执法监察支队被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授予
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先进集体，3名
同志被表彰为全省住建系统先进个人。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全市住建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以全市“三重”工作为总抓手，战
疫情、抓复工，谋发展、保民生，促改革、
添活力，锐意进取，砥砺前行，我市住房
城乡建设事业实现新跨跃、迈上新台
阶。135个市区城建重点项目均达到预
期进度，完成投资255.2亿元。其中，市
住建局承建的塔山南路、金桥路、竹林南
路二期、机场路立交桥主路及A、B、C匝
道正式通车；朝阳街主街、所城里十字大
街搬迁交付66处院落并基本完成修缮施
工，春节前将开街运营。

开工建设棚户区安置房792套、开工
率100%，基本建成1320套，提前完成年
度任务；投资16亿元改造老旧小区203
个、建筑面积867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0
万户，任务量居全省首位、占五分之一；
完成农村改厕2.9万户、完成率138%；清
洁取暖1.94万户，顺利通过省农村人居
环境检查验收；完成农村危房改造627
户，10个村庄获批第三批省级美丽村居
建设试点。

截至去年11月底，全市房地产开发
投资累计完成 765.9 亿元，同比增长
20.3%；预计全年累计投资将超过 800

亿元、同比增长20.9%；全市完成建筑业
总产值757亿元，预计全年完成总产值
900亿元。以“国内一流、行业领先、烟
台特色”为定位，建成全省住建系统第1
家、烟台市直部门第1家党群服务中心;
持续擦亮特色党建品牌，深化“党建领城
建·工地筑阵地”建设活动，全市累计创
建“红色工地”50余个；大力实施“红心
物业”党建领航工程，全省率先发布《烟
台市红心物业建设规范》地方标准，成立
市级物业行业党委，13个区市建立物业
行业党组织，58家物业企业建立基层党
组织。

23栋建筑治好“老年病”

“南北走向的朝阳街主街，北至烟台
山近现代建筑群景区，南至二马路，其中
修缮建筑主要分布在主街东西两侧，需
要修缮房屋中有市级文物保护建筑、不
可移动文物、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一般
提升改造建筑等。修缮建筑总共27栋，
建筑面积约25655平方米。”回忆起半年
多的修缮历程，朝阳街区文保修缮项目
经理李东如数家珍。

“朝阳街开街段需修缮的建筑共23
处，建筑面积约22513平方米，包含市级
保护建筑5处，建筑面积约5739平方米；
不可移动文物11处,建筑面积约9199平
方米，历史建筑7处，建筑面积约7575平
方米；维护保养建筑
1处（国宝建筑），建
筑面积约 780 平方
米。计划总造价约4
亿元。”李东告诉记
者，修缮团队刚进场
时，对历史建筑进行
了逐一勘察，看似保
存完好的建筑结构，实则历经百余年风
雨洗礼，内部已经略显破败：墙体开裂严
重、部分墙体石材已经风化开裂，门头上
出现贯穿裂缝、原有钢过梁锈蚀严重无
法承重、混凝土楼板钢筋锈蚀、露筋、混
凝土疏松风化严重、建筑外立面严重破
损……每一项，都和开街运营要求相去
甚远。

要根治历史建筑诸多“老年病”，修
缮团队首先完成了加固、外墙水刷石修
复、外墙白灰砂浆修复、外墙泰山砖修
复、外墙面石材修复、清水墙修复等基础
工序，让老建筑全面“强筋健骨”，随后又
根据历史照片，逐一进行了山花制作、红

瓦屋面瓦修复、小青瓦屋面修复、门窗修
复、雕塑基坑、消防水池及基坑开挖、强
电安装、消防安装、店招安装、亮化安装、
道路铺装、景观布设等工序，力求“修旧
如旧”，还建筑以本来面目。

“山花”烂漫重现老建筑旧颜

作为朝阳街历史建筑群最显著的标
志，“山花”是本次修缮过程中的难点和
重点所在。李东介绍说，在中国传统建
筑中，“山花”是指歇山式的屋顶两侧形
成的三角形墙面，在西方古典建筑中指
檐部上面的三角形山墙，是立面构图的
重点部位。“朝阳街上历史建筑西式风格
显著，‘山花’以三角形居多，通常使用西

式短柱支撑顶部。
看似形制简单，但复
原难度很大。首先
山花的造型各异，几
乎每栋建筑都是‘独
一份’，同时山花板
上还有字体、花式等
造型，要将当年的形

制活灵活现复原，每个细节都需要重新
设计制作。

复原山花，第一步工作便是重制花
式和字体。按照传统的设计方式，文件
要凸出山花板20毫米；“山花”上的字体，
根据设计文件要求，采用1：1比例制作阴
模，阴模制作好后现场安装，安装完成后
在阴模内植入钢钉，形成钢骨架，再沿着
钢钉用铜丝缠绕形成骨架网，最后在阴
模内做饰面层。而山花花式则采用1：1
打印牛皮纸，在牛皮纸上打孔，粘贴在干
燥的基层面，采用黑色墨粉踏粉反复两
到三次后，拆下牛皮纸，沿着踏粉留下来
的轮廓勾勒出花式的造型。在造型轮廓

内植入钢钉，沿着钢钉缠绕铜丝形成骨
架，最后手工粉饰造型饰面，最终，字体
和花式形成浑然一体的观感。

如今，漫步在朝阳街头，沿街并肩而
立的锦章照相馆和宝时造钟厂旧址上，
醒目的“景砚”“锦章”和“德顺兴”依次
映入眼帘；行至街中，花式各异的“山花”
中，中西风格合璧，与修葺一新的阳台铁
艺栏杆、赭红色窗棂相映成趣，23栋建
筑全面洗去铅华，重现最靓丽而真实的
一面。

墙体修复保持建筑原有形制

历史文化建筑修复的匠心，不止体
现在山花复原，更展现于俯拾皆是的墙
体修复中。

“朝阳街上的很多老建筑，墙体都是
乱石砌筑，部分出现风化松动，针对墙体
存在的裂纹，修缮团队准备进行灌浆加
固。但施工中发现乱石缝隙交错杂乱，
注浆管插入后墙体要往回流，经过现场
反复实验，最终决定了把毛石部分松散
的泥土清理，清理后对缝隙进行插管，插
管完成后对乱石与乱石之前的缝隙进行
密封处理，密封完之后进行压密注浆，待
下部注浆满后，浆液由上部溢浆孔溢出
方可停止继续加压，拔掉加压器后，迅速

用塞子对加压管进行封堵，以免浆液倒
流，最终使得整个墙体加固既致密又结
实。”李东说。

“修复过程中，我们针对建筑修缮的
老旧材料短缺问题，联系烟台、即墨及河
北多地老旧材料收购商，提前采购后期
修缮的老砖、瓦、石材、木材等材料，为建
筑修缮提供基础保障。”李东告诉记者，
如果实在无法找到，工人师傅根据街区
其他房屋保留的构件进行现场加工，同
时对现有墙砖进行采样，送到实验室进
行成分分析，并模拟烧制，最终要做出和
原有墙砖色彩、纹路、质地均高度相似的
复制品，在参与修复各方全面认可后，才
能进行贴面。”

修复过程中，诸多老建筑也最大限
度地保持了本地特色，虽然朝阳街两侧
多数建筑为近现代建筑，但是多数阳台
下都有雀替，材质为烟台特有的石材海
洋红，在后面恢复的阳台下均有海洋红
雀替，一开始项目部找了当地的石材厂
家进行了加工。但是小样达到现场后发
现石材雕刻的花式和纹路均不符合要
求，后面派专人去苏州请了四位老工匠
现场砍凿加工。在老工匠精心雕琢下，
石材雀替外观花式纹路通过了设计和业
主的认可，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建筑的
原有形制。

寒潮来袭我市取暖用电强力拉动

电网迎峰度冬负荷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

健 通讯员 马学利）近期寒潮来袭
降温显著，居民纷纷开启了空调、电
暖气等取暖设备，在取暖用电的强
力拉动下，居民用电负荷节节攀升，
1月4日，烟台电网全网用电最高负
荷达到843.8万千瓦，相比去年8月
18日的烟台历史最高负荷836.6万
千瓦增长0.86%，创历史新高。

面对寒潮天气，烟台供电公司加
强与气象部门联系沟通，实时掌握天
气变化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
重要变电站、重要线路用户制定“一
站一案，一线一案”。为掌握变电站
内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设备隐
患，烟台供电公司增加巡视次数，实
时掌握设备状态。加强变电站巡视
和值守，及时掌握各站天气情况与设
备状态，统筹兼顾，以便应对突发状
况，保证电网安全运行。

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
网烟台供电公司积极应对，电力调
度控制中心密切关注电网负荷、电
压情况，重点关注重过载主变及线
路，每日统计上报，及时调整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加强全网负荷预测及

N-1情况分析，通过提前转移负荷、
调整站内运行方式等措施做好停送
电工作计划安排。加强调度值班力
量，梳理电网薄弱环节，日常开展
DTS反事故演习，编制迎峰度冬事
故预案，保障迎峰度冬期间电网稳
定运行。运检专业严格执行标准化
线路、防止变电站全停十六项措施
要求，加大雨雪、低温、雾霾等恶劣
天气下变电站、输电线路等电力设
备特巡力度，确保线路、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

烟台供电公司根据“煤改电”供
暖客户冬季用电特点，对“煤改电”用
户实行“一户一策”，“煤改电”台区和
117个电供暖小区的设立专责人，有
计划地对用电客户进行全面排查，积
极主动为“煤改电”客户线路设备进
行安全维护，准确掌握供电保障、供
暖设备安装及运行情况。梳理农村
供电台区，接待新增的煤改电负荷，
更好地提高客户供电可靠性和改善
电能质量。加强“煤改电”用户所在
线路、台区的巡视和变压器测温工
作，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确保线路、台
区安全可靠供电。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应对寒潮天气通知

气温极度寒冷时停止室外施工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

健）本月以来，我市出现持续降温降
雪天气，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发布《关于有效应对寒潮天气做好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保障工作的紧急
通知》，要求做好集中供热和农村清
洁取暖保障工作，做好工地和一线
作业人员防寒防冻保障工作，合理
安排劳动时间，气温达到极度寒冷
时，要停止室外施工。

通知要求，做好集中供热和农
村清洁取暖保障工作，确保集中供
热稳定运行。寒潮天气下群众取
暖需求激增，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
适当提升集中供热热网温度，对公
用部分裸露管道做好保温措施。
加强换热站、集中供热管网等设施
的日常巡查维护，及时解决出现的
问题。

确保农村清洁取暖安全，深入
开展“百万农户温暖行”活动，特别
是农村鳏寡孤独、留守儿童等困难
群众，加大走访力度密度，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要强化用气、用电安
全防范的宣传，增强群众防范意识
和能力。

做好城镇基础设施、道路畅通
运行保障工作。组织力量全面排查

市政公用设施安全隐患，保障设施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要加强城市主
干道、陡坡、桥梁、城市公园等易滑
路段和重点部位巡检巡查，及时掌
握积雪结冰情况，做好清雪除冰物
资、车辆和队伍准备，及时开展清冰
除雪作业，保障城市运行畅通安
全。加强作业车辆维护、检修，确保
环卫机械化作业车辆、垃圾运输车
辆的行驶安全。

做好工地和一线作业人员防寒
防冻保障工作。提前做好施工机械
和水气设施防冻工作，确保不受损
害和安全启用。关心关爱施工场地
和环卫、市政、园林一线作业人员，
配足配齐防冻防护用品，添加保暖
防寒棉衣，加强御寒保暖知识的宣
传，对低温作业不适宜者进行轮岗，
确保人身安全。

做好应对寒潮天气的值班值守
和应急处置工作。通知要求，各地
要把应对寒潮天气工作作为重要民
生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压实带班领
导和值班人员责任。按照应急响应
等级，适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落实
应急物资和人员，一旦出现问题能
够及时反应、迅速处置，确保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

23处历史建筑全面完成修缮 开街段全面进入内部装修

朝阳街春节开街进入倒计时
自去年6月1日开工至今，备受关注的朝阳街历史建

筑修复，终于踏着新年脚步，逐渐呈现在市民面前。记者
从芝罘仙境项目开发建设指挥部获悉，去年年底，朝阳街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正式竣工，目前，项目部正按照春节前
开街要求，加快进行各开街建筑内部装饰装修，届时，朝
阳街多家品牌、非遗、文创、餐饮商户将集体亮相，老街就
此将焕然一新。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李亚男 张岩 摄影报道

图为朝阳街修缮现场。

朝阳街修复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