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看山东，山东看烟台”。到
2020年底，全市各类海洋牧场建设面
积达到 120万亩，省级以上海洋牧场
37处，其中国家级17处，占全国总数
1/8。

在领跑全国的基础上，烟台如何
更进一步，加快建设国家海洋牧场示
范城市？

近期，我市出台《关于支持海洋牧
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下文简称《措
施》），助力烟台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力争到2022年，全市各类
海洋牧场总面积突破150万亩，建成省
级以上海洋牧场示范区45处，其中国家
级22处；到2025年，建成省级以上海洋
牧场示范区60处，其中国家级30处。

推动海洋牧场
向“集团化运作”转变

“我们已经把第一批30万头鲍鱼和
30万头海胆试验性移到‘国鲍一号’
上。鲍鱼和海胆长得快，效果明显。”看
到国内首座坐底式海珍品养殖网箱的

巨大潜力，长岛南隍城村党支部书记李
盛平的心中充满希望。

“国鲍一号”的项目主体山东南隍
城海洋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村
集体和民企合资设立的混合所有制公
司，见证着烟台海洋牧场运作方式的转
变：积极引入资金雄厚、运营规范的大
企业、大集团投资海洋牧场建设，通过
工程化、标准化生产，推动海洋海洋牧
场从“分散经营”向“集团化运作”转变。

向“集团化运作”转变，正是《措施》
的逻辑主线：实施“百箱计划”，规划建
设莱州金城现代渔业产业园、“蛤蜊小
镇”贝类生态产业园、开发区“蓝色种业
硅谷”……

规划引领布局，《措施》还提出，开
展海域本底调查，因地制宜发展投礁
型、底播型、田园型、装备型、游钓型等
五类特色海洋牧场。稳步推进龙口湾、
四十里湾、套子湾现代海洋牧场建设，
优先支持庙岛群岛、千里岩岛深远海装
备型海洋牧场和莱州湾、丁字湾底播型
海洋牧场建设，推动现代渔业由近海向
深远海拓展。 （下转第四版）

我市出台若干措施支持海洋牧场健康发展

2025年建成30处国家级海洋牧场
YMG全媒体记者 苗春雷 通讯员 葛蔚

海洋牧场上养殖水体海洋牧场上养殖水体66万立方米的智能网箱万立方米的智能网箱（（资料片资料片）。）。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刘洁刘洁 摄摄

■ 未经许可，本报所刊作品一律不得转载。官方网站：www.shm.com.cn 官方微博：@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 官方视频：烟台网络电视 ■ 联系电话：总编室6631285 广告：6631203 订报：6231640

YANTAI RIBAO

国内统一刊号CN37-0032

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
1945年创刊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出版

星期四
2021 年 1 月

［ ］今日12版第18812号

十二月初二14 农历庚子年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 孙逸云/美术编辑 姜涛

官方客户端 大小新闻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
嘉琳 通讯员 陈玉冰）昨日记者获
悉，经过芝罘区黄务街道、潍烟高铁
指挥部、中铁上海局潍烟高铁四分
部、各居民区、评估公司的强力推
进，潍烟高铁黄务段顺利开工建设，
目前正在进行钻孔桩施工作业。

潍烟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
高铁网中沿海高铁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烟台对外客运交流的快
速大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填补烟
台北部高铁空白，将芝罘正式融入
青烟潍“一小时经济圈”、济南“两
小时经济圈”、北京“三小时经济
圈”，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

自10月份项目正式启动建设
以来，黄务街道高度重视，明确任
务、卡实节点，迅速牵头组建潍烟高
铁推进指挥部，深度与潍烟高铁指
挥部、各居民区等单位逐个沟通对
接，卡实潍烟高铁黄务段各居民区

推进主体责任，确保不折不扣将各
项目标任务落实推进到位。为加快
推进评估征迁工作，街道严格按照
政策解释清、补偿标准清的工作思
路，派驻骨干人员提前进行入户走
访，与群众面对面开展政策、标准解
释工作，同时在征迁现场运用无人
机进行全程航拍，拒绝抢栽抢种，保
证“一碗水端平”，全力营造和谐稳
定的工作环境。经过不懈努力，仅
10天就完成了涉及8个居民区约
195亩土地上的126户农用地、11
家工厂27家企业、123个墓地、563
户民宅的评估放线工作，2天内完
成30亩青烟左线特大桥作业平台
及施工便道清障工作。

下步，黄务街道将进一步增强
紧迫感和责任感，按照“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成熟一段开工一段”
的工作思路，全力保障项目按既定
进度推进，快速高效有序地完成潍
烟高铁黄务段建设任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
寿锐 通讯员 孙运智）记者昨日从
市科技局了解到，由烟台生产力促
进中心引进的红土镍矿生产新能
源电池镍钴新材料项目日前在蓬
莱区正式注册，注册资金5000万
元。该项目投产后，将破解国家镍
钴战略资源依靠进口的瓶颈。

该项目由天津盈辉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一期总投资 1.5 亿元，
占 地 约 50 亩 ，拟 建 设 年 产
3000 吨新能源电池镍钴新材料
项目，可实现销售收入 4亿元，利

税 1.6 亿元；二期再投资 4.5 亿
元，形成 1.2 万吨镍钴新材料规
模，打造镍钴新材料龙头技术企
业。据介绍，该项目依托与余艾冰
院士团队、天津大学、北京科技大
学的合作，由环保优势企业、化工
冶金优势院所近十年联合研发，形
成了完善的镍钴新技术知识产权
体系。该技术国际领先，投资小，
效益高，可作为示范性工程进行推
广。同时，依托烟台港口优势，依
靠技术孵化产业，可带动百亿投
资，形成千亿产业聚集区。

潍烟高铁芝罘区
黄务段顺利开工

镍钴新能源材料
项目在我市落地

将破解国家镍钴战略资源依靠进口瓶颈

目前正在进行钻孔桩施工作业

13日下午7时，栖霞市西城镇五彩龙
投资有限公司笏山金矿事故现场救援指
挥部举行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副市长李
波，专家组组长、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修国林通报现场救援进展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介绍，截至13日17时，回风井井筒
障碍物清理至距地面310米。在人工乘
吊笼对井筒障碍物进行清理的同时，还通
过下放的风筒向井筒输送空气，采取强制
通风方法往井下输送空气，排除有害气体
和烟尘。目前,井筒内一氧化碳、氧气浓
度和温度指标均正常。

“事故救援指挥部共布置4个钻孔进
行施救。”李波说，1号钻孔，直径310毫
米，由山东煤田地质局二队施工，1月13
日凌晨3点正式开钻，累计完成进尺241

米；2号钻孔,由招金地勘施工，钻孔直径
219毫米，累计完成进尺420米；3号钻孔，
由山东地矿局地质六院施工，钻孔直径219
毫米，累计完成进尺282米；4号钻孔（大孔
径），钻孔直径710毫米，由国家矿山救援
队大地特勤队施工，正在安装钻机。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现场救援指挥
部的统一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不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汇集
强有力的救援力量，千方百计营救被困人
员。”李波说。

对于事故中存在的企业迟报问题，李
波表示，按照规定，企业应在事故发生后1
小时内完成上报程序，迟报是违法行为，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故责任单位相关
责任人已被控制，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严肃追责。”李波说，在开展救援同时，山

东省已经成立由省应急厅牵头的事故调
查工作组，同步进行事故调查工作，调查
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指挥部有哪些更加有力的措施进一
步加快救援进度？李波表示，事故发生以
来，现场救援正有力、有序、有效进行，争
分夺秒开展救援。国家应急管理部高度
重视，现场指导并在全国范围调集最先进
的设备进行驰援。现场救援指挥部科学
组织、沉着应对、不断优化救援方案，精准
组织救援。

13日上午，省委书记刘家义，省委副
书记、省长李干杰再次来到事故现场，指
导部署救援工作。刘家义书记强调，要不
惜一切代价，穷尽一切手段，抢抓救援时
间，科学施救，尽最大努力营救被困人
员。“下一步，指挥部将进一步细化救援方

案，坚持两条腿并行，一方面加快清理回
风井井筒障碍物，另一方面加快地面打
钻，打通另一条生命通道。”李波表示。

现场救援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修国林表示，目前现场救援最大的困难，
就是井筒内障碍物清理难度很大。由于
爆炸冲击，井筒内的供风供水排水管路、
供电通信电缆、梯子间设施均遭到严重破
坏，上述井筒装备设施脱落，卡在井筒内，
管道钢丝绳缠绕在一起，给救援罐笼下放
及井筒内杂物清理带来极大困难，严重制
约救援进度。

“钻孔施工难度大，打钻孔主要是为了
联络井下用的，由于深度太深，达600米以
上，岩石硬度大，施工难度大，同时深度大
的钻孔易出现偏差，大口径也太深，加快
施工速度难度会更大。”修国林说。

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被困人员
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侯召溪 柳昊杰

井筒障碍物清理至距地面310米，布置4个钻孔进行施救，
2号钻孔累计完成进尺420米——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1
月13日晚，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
产暨重点工作紧急部署视频会议，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
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国安委扩大会议、全
省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和国务院安委办岁
末年初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当前我市安全生产和重点工
作。市委书记张术平主持并讲话，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王中通报栖霞市五彩龙公
司笏山金矿险情救援有关情况。市级领
导班子有关成员，法、检“两长”参加。

张术平指出，栖霞市五彩龙公司笏山
金矿发生爆炸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巨大损害，给全省安全生产工作
带来极大被动，给烟台形象造成严重伤
害，影响十分恶劣。全市上下要深刻汲取
事故惨痛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更
加严谨的态度、更加扎实的措施、更加务
实的作风，细之又细地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坚决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再次发生。要
进一步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
要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要知耻后勇、迅速行动，全面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好矿山、危
化品、道路交通、海上安全、建筑施工、消

防安全等重点领域以及各行各业安全监
管，全面排查整治事故隐患，落实风险防
控措施，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线。要着力
提升应急保障能力，加快推进应急救援指
挥机构建设，健全应急救援预案体系，严
格落实带班值班、请示报告、突发事件紧
急信息报送等制度。要拧紧扣牢安全生
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委政府领导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严
实作风贯穿安全生产全方位、全过程，确
保各类风险隐患防得住、控得牢、管得好。

张术平强调，要从严从紧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充分认清当前严峻复杂形势，
坚持人物同防、城乡同防，强化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加严加密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全面加强指挥体系建设，坚决守住不
发生疫情传播扩散的底线。要持续抓好
经济运行和“三重”工作，加强关键指标
调度安排，提高“双招双引”实效，加快推
进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建设，抓好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工作，严密防范金融领
域风险，不断巩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
势。要用心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
做好困难群体生活救助、农民工工资清
欠、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市场供应和价格
稳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等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张术平在全市安全生产暨重点工作紧急部署视频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兼顾主动担当作为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发展生产安全社会稳定

以优良作风书写非凡答卷
——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详见02版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
峰 通讯员 黄瑾）日前，由山东省
卫健委、烟台市卫健委、滨州医学
院烟台附属医院共同主办的“烟台
市全科医学质量控制中心成立大
会暨首届养马岛全科医学论坛”在
龙湖大讲堂召开，烟台市全科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正式落户滨医烟台
附院。

开幕式上，山东省卫健委副主
任秦成勇过视频对烟台市质控中
心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全
科医学的发展对于基层卫生事业
发展至关重要，滨医烟台附院前期
开展了多种保基本、强基层的培训
工作，效果良好。

山东省住培中心办公室主任
郭媛说，烟台市全科质控中心的成
立创建了山东省全科医学的先例，
质控中心成员涵盖了非全科专业
人员，扩大了全科质控督导范围，
对于促进全科专业的宣传及工作
开展，以及推进烟台市分级诊疗具

有积极促进作用。
烟台市卫健委副主任张葵阳

在致辞中称，烟台市全科质控中心
的成立，是着眼于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分级诊疗制度，全面提高全科
医生队伍水平、基层标准化建设的
重要举措。希望质控中心以滨州
医学院雄厚的医教研能力为基础，
加强学术交流和技术推广，注重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促进全市全
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会上，滨医烟台附院党委书记
刘大华代表滨医烟台附院进行致
辞，他说，烟台市全科医学质量控
制中心落户滨医烟台附院,是对医
院全科医学质量控制平台建设工
作的嘉奖，医院将紧紧抓住中心成
立的机遇，以本次论坛的举办为契
机，继续发挥在全科医疗工作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把全科医学质控中
心建设好，将全科医学事业发展
好，为健康烟台、健康山东建设做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省首个地市级全科医学
质量控制中心落户烟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