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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简化办理建
设工程开工验线手续

政策内容

符合条件的工程项目无需对规划方案进行审查，实行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符合条件的工程项目无需
办理建设工程开工验线手续。

政企通·政策连连看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解读

政策名称

土地二级市场

政策内容

烟台市行政区域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
抵押二级市场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采取招拍挂方式交易的情形

1.权利人要求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交易的；
2.涉法土地查封、冻结的被执行人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进行变现处理的；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权人、抵押人未就抵押权

的实现达成一致意见，抵押权人要求实现抵押权的；
4.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情形。

交易程序

1.提交申请。交易双方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交
易申请。

2.审核受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实宗地权利状况、
出让价款缴纳情况、是否存在限制交易的情形等。涉及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地价评
估，确定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额。

3.发布信息。需要公开交易的，申请人填写信息发布
内容，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复核后，在线下线上交易市场
公开发布交易信息。交易信息应当包括拟交易宗地的权
利人、位置、四至、面积、年限、用途、使用权类型、土地利
用现状、拟交易价格、交易方式、联系人、联系电话、提交
申请的地点及期限等内容。

4.办理交易事务。交易双方当事人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出租合同或抵押合同。涉及划拨土
地使用权转让的，受让方应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5.缴纳价款和税费。受让人缴纳价款，交易双方按照
规定缴纳相关税费。

6.办理登记。交易双方凭交易合同、成交确认书、价
款和税费缴纳凭证等，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政策名称

烟台市林业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办法

政策内容

对符合条件的单位认定为烟台市林业龙头企业，享受
林业贴息贷款补助、林业展会、林业产业联盟等有关扶持政
策。

申报条件

1.在市内同类别企业中规模较大，主业突出，行业影响
力强，主营产品符合国家、省、市的产业和环保政策。企业
在各项生产活动中，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科学合
理利用森林资源，诚实守信，无违法违纪现象。

2.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地方或行业相关标准，在市内同
行业中居领先地位。两年内无产品质量安全事件。获得国
家名牌、省名牌产品等产品质量奖、通过“三品一标”及相关
质量管理标准体系认证，或者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的企
业优先。

3.企业生产使用新技术、新模式，主营产品科技含量
高，能按照市场需求不断推出新产品；企业营销网络健全，
市场占有率、产销率高，经济效益好。具有发明、技术或实
用新型专利以及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可相应放宽部分标准。

4.企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利益联结机制健全，辐
射带动能力强，在促进社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带动林业
扶贫方面成效显著的优先。

5.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现金流量状况良
好，产品转化增值能力强，近两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有较
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6.企业发展森林康养、林业新材料、新产品等新兴产业
的，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具有完整产业链条、完善的
价值链条、畅通的供应链条、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可
复制、推广典型的优先。

申报标准

1.加工类企业。产品须有独立注册商标。木材加工企
业总资产2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上，年销售
额3000万元以上；果品加工和木本油料加工企业，年销售
额200万元以上。

一、《关于印发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
租抵押二级市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烟政办发
〔2019〕11 号)

二、关于修订印发《烟台市林业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
办法》的通知（烟自然资规规〔2020〕2号）

2.种养类企业。种苗生产企业，育苗面积在400亩以
上，连续三年年销售额200万元以上；花卉生产企业，总资
产4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200万元以上，年销售额600万
元以上；经济林企业种植面积500亩以上，年销售额200万
元以上；林下经济企业，种植类面积200亩以上，养殖类面
积500亩以上，年销售额200万元以上；陆生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企业，总资产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200万元以上，
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

3.森林旅游类企业（含公园、旅行社等），连续三年年直
接收入200万元以上。

4.林产品专业市场，加工产品市场年交易额在5亿元
以上；初级产品市场年交易额在0.5亿元以上。

5.林产品电子商务企业，年交易额1亿元以上，网络交
易额占总交易额的50%以上。

6.农民林业合作社，参加农民数量在40人以上，固定
资产100万元以上，年经营收入100万元以上。

7.林业对外合作企业，年进出口贸易额500万美元以
上。

申报流程

1.符合条件的企业向所在地的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烟台市林业龙头企业申
报审核表》，并提供相关的申报材料和证明。

2.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林业主管部门对企业申
报材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审核后，形成推荐意见并以正
式文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3.经现场核实、评审、公示后，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公布龙头企业认定名单，颁发证书。

三、《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告知承
诺制工作办法》（烟自然资规字〔2020〕77号）

申报条件

1.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经所在区人民政府或管委书
面确认在规划工业用地内建设的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且
建筑面积不大于3000平方米的厂房项目；

2.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且符合专项规划的建筑面
积小于200平方米的设施类市政建设项目；

3.政府投资建设的、已经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
同意的大型文化、体育、艺术类公共建筑；

4.其他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且对城市
交通、景观影响较小，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研究同意的
建设项目。

申报流程

1.建设单位持相应机构的书面证明，在取得土地使用
权前即可向项目所在地相对应的规划管理办公室申请方
案技术指导。规划管理办公室确定相对固定的跟进服务
人员，动态了解、记录项目进展情况，提示建设单位及时办
理相关规划手续，指导完善报建材料。

2.建设单位携带：（1）土地使用权属证明（《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
定书》）（2）《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告知承诺制项目
规划方案报审承诺书》（3）项目规划基本信息（规划方案
文本）到各区政务服务中心我局派驻窗口申请办理。

3.各规划管理办公室受理后通过市局官网、项目现场
等向社会公示纳入告知承诺制试点项目基本情况、主要内
容。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4.各规划管理办公室在公示无异议后1个工作日内
（公示时间不计算在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无需办理建设工程开工验线手续的建设单位应当
在开工后3个工作日内向规划管理办公室报送定位放线
图，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执法支队提供放线成果。

当不幸降临，泪水过后是坚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翟同金经人介绍，认识了自己的妻
子。刚结婚那会儿，家里有父母相帮，自己务农，他和妻子齐
心合力向着幸福生活迈进。虽说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是一
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妻子婚前摔过一跤，一直有腰疼的毛病，但不影响正常
的生活。可就在2002那年起，腰疼的病越来越严重，甚至不
能站立，翟同金便带着妻子奔波于市医院、省医院，可检查结
果都是不能动手术，从此妻子失去了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
每个月的药费就得2000多元。那个时候他的两个孩子也才
十几岁，面对不幸的家庭，翟同金皱纹堆满脸庞。

然而祸不单行，2008年，翟同金的儿子突然头痛，到医
院检查得知是脑瘤，且肿瘤长在中枢神经位置不能手术。突
如其来的灾难，让这个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可现实容
不得他退缩，他选择了坚强站起来，用坚强的臂膀撑起一家
人生活的希望。

照顾妻子儿子，他一刻都闲不下来

“夫妻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就应该同甘共苦，相濡以
沫。只要儿子和老婆好，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只要一家人在
一起，任何困难都能面对。”翟同金说。

为了省下钱给妻儿治病，翟同金省吃俭用，一年到头舍
不得给自己买一身像样儿的衣服，甚至不舍得坐公交车，一
双胶皮鞋磨破了也没舍得换。由于妻子瘫痪无法下床，吃喝

拉撒都由翟同金亲自照料。为了让妻子有足够的营养，他总
是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肉和菜喂给妻子吃，自己只吃馒头。担
心妻子生褥疮，他一天给妻子换洗4次尿垫子，隔段时间就帮
妻子翻翻身。冬天井水冰凉，他也坚持给妻子勤换洗尿垫
子，自己手冻得通红，没有知觉。夏天的夜晚天气闷热，他就
坚持摇扇子给妻子通风降温，一只手酸了就换另一只，直到
妻子睡着。

为了防止妻子因长时间不锻炼肌肉萎缩，翟同金通过各
种方式自学了一套按摩手法，一有空就给妻子按摩。当儿子
经常头疼得打滚时，他就抱着儿子给他按摩头，直到儿子睡

着，自己才去睡觉。随着儿子化疗次数的增加，身体也越来
越虚弱，每次都是翟同金背着儿子在医院楼上楼下地奔走。
每次治疗也只买一份饭给儿子吃，自己默默在医院的角落啃
两口家里带来的馒头。

不离不弃，守护完整的家

除了照顾病人，翟同金还得种地养活一家老小。一家人
全靠翟同金种植的几亩地维持生计，为了让一家人“吃上饭”，
他只能没白没黑地干活，在操持家里农田的同时，又接了好几
份工，努力赚钱为妻儿求医治病。为了不耽误照顾妻子和儿
子，他都在家附近找工作，不管脏活累活，他都咬牙坚持着。

翟同金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做饭，给妻儿收拾好再出门干
活。干活休息的间隙回家给妻儿换垫子、翻身、喂药，再匆匆
赶回去。一年四季，翟同金已经形成了“生物钟”。翟同金的
付出，让妻子觉得自己拖累了他，经常郁郁寡欢、以泪洗面，
甚至有几次想要轻生，翟同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自那以
后，翟同金经常给妻子讲自己知道的趣事、新闻，每天早上给
妻子细心梳洗，天气好的时候，就用轮椅推着妻子出门走走、
晒晒太阳，妻子脸上的笑容逐渐多了。尽管生活十分困难，
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妻子的治疗，跑遍各大医院给妻子寻
找好的治疗办法。

每当亲戚、街坊邻居说起他的事，翟同金总是坚定地说：
“这是我的家，只要有妻子、儿子在，这个家就是完整的。不
管多苦多难，我都得把这个家撑下去，尽我最大的能力让妻
儿少遭罪。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任何困难都能面对。”一个黑
瘦的男人，面容苍老，衣着朴实，可他既是丈夫、父亲，也是

“母亲”，用细腻的心思抚平一家人遭受困难的伤痛。十几年
如一日，翟同金悉心照料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儿子，不离不弃，
用他朴实的担当、坚韧的毅力、踏实的行动树立起新时代家
庭的典范，诠释了爱与责任的真谛。

YMG全媒体记者 邵壮 通讯员 杨倩 摄影报道

莱阳市羊郡镇翟同金不离不弃照顾患病妻儿——

撑起了一家人的希望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 刘
颖丹）记者从烟台公交集团获悉，7月19日（星期一）至7
月29日，只楚路立交桥部分路段封闭施工，道路施工期
间，31路、31路区间、38路、43路、48路等5条公交线路临
时单向绕行。

31路由奇泉路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化工路与只
楚路立交桥直行，沿化工路、电厂东路行至电厂东路与只
楚路交叉口左转恢复原线路。取消：发电厂（新安男科医
院）路南站点。

31路高疃区间由高疃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化工
路与只楚路立交桥直行，沿化工路、电厂东路行至电厂东
路与只楚路交叉口左转恢复原线路。取消：发电厂（新安
男科医院）路南站点。

38路由门楼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化工路与只楚
路立交桥直行，沿化工路、电厂东路行至电厂东路与只楚
路交叉口左转恢复原线路。取消：发电厂（新安男科医院）
路南站点。

43路由康和新城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化工路与
只楚路立交桥直行，沿化工路、电厂东路行至电厂东路与
只楚路交叉口直行恢复原线路。取消：发电厂（新安男科
医院）路南站点。

48路由康和新城场站发车，沿原线路行至化工路与
只楚路立交桥直行，沿化工路、电厂东路行至电厂东路与
只楚路交叉口直行恢复原线路。取消：发电厂（新安男科
医院）路南站点。

31路等5条线路
临时单向绕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见习记者 冯文晨） 7月17日，
“鲁台港澳大学生齐鲁行‘泉’实践活动”师生及工作人员一
行30余人，来烟台开展“台港澳大学生创就业及实习技能研
习活动”，参访并了解烟台市台资企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

17日上午，大学生们走进1861产业园，参访山东富
笙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随后就烟台创业就业相关政策举
行座谈。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烟台市台协会会长廖庆
富讲述了在烟创业就业生活经历，市台港澳办副主任林强
介绍了烟台市及在烟台企发展情况、宣讲了台港澳青年来
烟创业就业政策，与台港澳大学生就创业就业的相关问题
座谈交流。

17日下午，大学生们走进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烟台片区自贸创谷、富士康（烟台）产业园区、夏普超高
清产业研究院，进一步了解烟台市高新产业和台企发展情
况。在自贸创谷展厅充满科技感的展馆中，大学生们了解
了烟台片区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规划蓝图；在夏普超高
清产业研究院和园区生产车间，了解了8K+5G前沿技术
的广泛应用和富士康生产的高质量产品。

这次参访活动，让在鲁台港澳大学生进一步感受了烟
台的魅力，了解高新产业和台企的发展，增进了来烟发展
的动力，也助力了台港澳青年在山东追梦、筑梦、圆梦。

鲁台港澳大学生
来烟参加实践研习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张璋）昨日，
记者从烟台市教育局开发区分局了解到，今年秋季新学期，开
发区将投用王懿荣高级中学、谦益小学、澎湖小学、北屯小学以
及第五小学扩建项目，增加150个教学班、7050个优质学位，
推动开发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教育优质多元发展。

据悉，去年11月底，谦益小学竣工交付。6月底，其他4
所学校室内外装修全部完成；7月底，室外配套收尾将全部完
工。每一所学校从设计、施工到投用，都始终贯穿着绿色健
康的环保理念，装修全过程使用环保材料，学生课桌椅均采
用ABS、PP材质，确保不含甲醛；室内安排专人进行通风换
气，室外操场符合国家室内装修标准，每一个项目交付使用

前均经过严格的空气质量检测，确保每一项指标均达到国家
规范标准，为每一名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据介绍，王懿荣高级中学位于湘潭路以西、长江路以南，
占地面积约7.6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88万平方米，设置
60个教学班，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学。目前，已完成招生录
取工作。

谦益小学位于乐山路以东、柳子河路以南，占地面积约
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设置30个教学班，可
容纳1350名学生就学。

澎湖小学位于岷山路以东、长江路以南，占地面积约1.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置20个教学班，可容纳

900名学生就学。
北屯小学位于扬子江路南、奇山路东，主要满足盈科品

园等社区学生就学，占地面积约2.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设置30个教学班，可容纳1350名学生就学。

第五小学扩建项目位于舟山路以西、北京南路以北，第
五小学院内，扩建教学楼面积约5300平方米，增加10个教学
班，可容纳450名学生就学。

此外，记者了解到，开发区在着力做好今年投用工作基
础上，按照“高起点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原则，正
在加快推进新第四初级中学、福莱山小学、依云小学等9所学
校建设，为明年建成提供坚实保障。

开发区今年投用4所学校

翟同金照顾儿子翟同金照顾儿子。。

先是遭遇妻子因病导致下肢瘫痪，丧失生活
自理能力，紧接着儿子突然头痛，检查发现是脑瘤
而后导致双目失明……十几年来，莱阳市羊郡镇
翟家庄村翟同金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坎坷，然
而这样的噩耗并没有把他打垮。在最艰难的时
刻，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翟同金撑起了整个家庭的
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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