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洁 通
讯员 旅宣 摄影报道）“秋空明月悬，光
彩露沾湿”。昨天是中秋节假期第一天，
恰逢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我市召
开，按照“办好一次会，搞活一座城”总要
求，市文化和旅游局全流程谋划，全社会
参与，全要素展现，让市民游客在中秋假
期畅游仙境、品味鲜美的同时，提前感受
到了旅发大会的欢乐氛围。

积极筹备
为“旅发大会”保驾护航

坚持高点定位，突出经略海洋。聚
焦服务经略海洋，加强全局性谋划和整
体性推进，高标准建设一批重点文旅项
目，突出展示烟台以葡萄酒为特色的工
业旅游、以海岛为特色的滨海旅游和以
烟台苹果、莱阳梨为特色的乡村旅游，着
力丰富疫情常态化防控条件下文化旅游
新供给。

坚持全民参与，打造文旅盛会。坚持
活动引领，打造“盛会烟台嘉年华”系列活
动。发布山东省给全球、烟台市给全国、
烟台人给游客“三封邀请信”，邀请广大游
客来烟台，乐享文旅盛会。突出行业联

动，启动“全民旅发”行动，烟台全市景区、
星级酒店、旅行社等全要素联动，推出惠
民措施，推进文旅要素品质提升。

深化创新创意，展示齐鲁文化。以
创新创意为抓手，充分展示山东优秀传

统文化，彰显民俗文化、海洋文化和红色
文化魅力。开幕式大型情景文旅演艺
《海誓山盟·爱在烟台》，将通过情景表
演、光影造型秀等形式，让四海宾朋在沉
浸式观演中游山海仙境、赏山风海韵。

打造智慧文旅，畅享数字服务。市
文旅局以打造“中国文旅最强云”为目
标，搭建面向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全开
放智慧平台；依托“烟台文旅云”，开发建
设了大会智能会议服务系统，实现智慧
入住、智能服务、数字畅享三大类十余项
功能。

文化惠民
让假日活动精彩纷呈

推出门票全免费的优惠活动。旅发
大会期间，烟台敞开怀抱欢迎八方宾朋
——整个9月份，蓬莱阁、长岛风景区、
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牟氏庄园、太虚
宫、莱州云峰山风景区、招远罗山黄金文
化旅游区淘金小镇黄金博物馆、蓬莱艾
山国家森林公园、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
馆、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等10家国
有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景区大门票，市
民游客可以提前1天进行网上免费实名
购票。

继续发放文旅消费券。9月份，市文化
和旅游局在5大时间节点，同步发放500万
元文旅惠民消费券，涵盖旅游景区、星级
酒店、文创等多消费业态。（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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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牟轩伟 摄影报道）近日，牟平区
召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贯彻落实全市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观摩暨作风建设推
进会议精神，从区级党政班子领导成员
到镇街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逐一围绕
会议精神谈体会、谈差距、谈打算，认真
查摆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明确努力方
向，动员全区上下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
年，齐心协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我们将锚定‘重返烟台第一方阵’
的目标，对照市委‘1+233’工作体系、中
心城区‘12335’建设思路，坚持区委‘一
二三四五’工作思路，知弱图强、知难奋
进，齐心协力、尽锐出战，确保到2023年，
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分别达到420亿
元、35亿元，到‘十四五’末分别突破500
亿元、50亿元，实际工作中力争更好更快
一些，奋力重返烟台第一方阵。”牟平区
委书记殷锡瑞说。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确立了“1+
3+X”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格局，把牟平
区作为重中之重的“1”，规划建设50平方
公里的国际生命科学城，牟平区作为全
市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新示范城市的主
阵地、主战场，坚决把国际生命科学城作
为牟平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坚持

规划高标准、专班高效能、建设高速度，
打头阵、当先锋、上层次，重点突破9.5平
方公里的核心区，尽快打样、形成示范。
重点聘请国际一流的新加坡邦城规划团
队，加快编制牟平核心区空间规划、产业
规划、业态规划3个规划，抓紧启动总投
资100亿元的生命科学创新引领核心区
产业发展项目，加快建设涵盖国家遗传
中心、新药研发中心、康复辅具产业基
地、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全产业链的园
区。依托中科环渤海高等药物研究院，
一体谋划科研机构、人才公寓、产业化公
共服务平台等配套设施建设。充分发挥
链主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确保石药二
期完成7号车间设备安装和8号车间建
设、生物一类新药津曼特落地转化，丰金
生物医药综合制剂车间试生产、长效
EPO三期临床启动试验，丰金医美、耐鼎
护理机器人、韩一医疗、桥峰干细胞等项
目及早开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
物医药产业链。面向上海、深圳、昆山等
地开展靶向招商，重点引进创新药物、康
复辅具、医美产品、中医药等医药健康产
业链项目，同时深化亩均效益综合评价，
严把入园关口，确保年内储备重点在谈
医药健康项目15个以上，其中签约5个
以上，新开工、扩建项目3个以上。

坚持生产生活生态并举、旧城改造
与新城开发同步，启动总投资500亿元的
涉及20个城中村、15平方公里的12大片
区改造，同步做好牟平新城土地储备、居
民安置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5年内基本
完成主城区城市更新、新城区夯基垒
台。高标准设计城市副中心、养马岛及
前海等区域规划，科学划定城镇、农业、
生态三类空间，让规划真正成为描绘牟
平未来的蓝图。加快推进东关路改造等
15项基础设施建设，高标准完成15个老
旧小区改造，确保金埠家园、文化家园、
沁河家园安置社区一期工程全部完工。
同步启动金埠家园二期项目建设，按期
拆除2.8万处违章建筑，有效规范城区39
条道路市容秩序，进一步促进公共设施、
商业服务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生产生活
生态与城市发展融于一体。

作风彰显形象、执行成就事业。牟平
区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进一步把党的建设实起
来、纪律规矩严起来、作风形象树起来、工
作干劲鼓起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
发展。深入推进作风建设集中行动，深化
驻点监督机制，常态化开展作风整治，坚
决治理“等靠要、庸懒散、躲拖软”等不正
之风。实行“一季度一考核”，定期对重要

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通报，及时掌握情
况，精准制定措施，全程跟踪问效，对考核
成绩相对落后的及时约谈并记入干部执
行力档案，倒逼责任落实。突出实践、实
干、实绩，强化干部执行力考察，打破条条
框框、隐形台阶和身份限制，大胆选拔使
用在吃劲岗位锻炼、基层一线历练和险重
任务磨炼表现优秀的干部，谁有本事谁
上，谁有潜力谁干。健全岗位淘汰机制，
畅通干部“下”的出口，对作风不振、风气
不正、群众满意度差的部门，要随时组织
工作组进驻监督，对不作为、不胜任、不在
状态的干部坚决予以调整，不换思想就换
人，不合适不称职就挪位。实施年轻干部
三年提升计划、中层干部轮岗交流，让干
部到主战场、一线上加强学习、积累经验，
在实践中增才干、长本领，从严从实打造
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富有
活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使命呼唤担当，奋进正当其时。牟
平区将坚持干字当头，以时不我待的状
态、敢想敢干的担当、苦干实干的精神、
大干快干的效率、巧干会干的能力，坚定
信心、下定决心，保持定力、一往无前，用
干事创业的宽肩膀扛起发展的重任，一
步一个脚印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奋力
开创建设新时代现代化强区新局面。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侯召溪）9月19日上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郑德雁到我市社会福利机
构和社区养老中心调研，要求各级
各部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决筑牢疫情防线，用
心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郑德雁先后来到市儿童福
利院、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和莱山
区秀林养老中心、万光府前社区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机
构的运营状况、疫情防控、院区
管理、服务保障等情况，他表示，
社会福利机构和养老机构是全
市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持续
优化服务，推进规范化管理，为
老人和孩子提供温馨舒适的生

活环境。
郑德雁强调，疫情防控事关

重大，各级各部门要时刻保持高
度警醒，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
想，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针对社会福利机构、养
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和“一老一
小”等群体，严格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要求，制定应急工作预案，
健全完善内部防控制度，科学精
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要加
强消防、食品等安全管理，及时
发现整改安全隐患，完善内部管
理制度，确保安全稳定运行。要
进一步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和养
老体系，加强相关机构建设，完
善配套服务设施，深入开展服务
质量大提升行动，为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的民生保障服务。

牟平区凝心聚力谋振兴，鼓劲加压勇争先，全力突破——

一体打造国际生命科学城

中秋假期第一天，我市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游客市民乐享“仙境”喜迎盛会

郑德雁在调研社会福利机构时强调

坚决筑牢疫情防线
用心兜牢民生底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杨铭松）记者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日前举
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
我市“蝴蝶兰-天使”、“蝴蝶兰-烈
焰红唇”2项获金奖，“月季-彩
虹”、蝴蝶兰-青苹果”等4项获银
奖，“矮牵牛-丁香”、“彩叶草-金
凤”等11项获铜奖，“繁花似锦”等
8项获优秀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中国花卉博览会由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和中国花卉协会承办，
始于1987年，每四年举办一次，
集中展示我国花卉业丰硕成果，
反映中国源远流长的花卉文化，
是我国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影响
力最广的国家级花市盛会，被称
为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第
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上海市
崇明区举办，共吸引国内外212
万多人次现场参观、2408万人次

在网上观展，是历届花博会中展
园规模最大、展园数量最多、展期
时间最长、展出质量最高的一届
花博会。

为完美呈现我市花卉的绚丽
风采，烟台局自2020年秋季筹备
花博会参展工作，全程指导参展
单位按照标准筛选、定向培育参
展花卉，做到优中选优，精益求
精。在克服了培育、包装、长途运
输、搬运、南方高温等多种不利因
素后，蝴蝶兰、兜兰、月季、矾根、
彩叶草、矮牵牛等6大类展品以
盆栽、盆花、室内观叶植物、组合
盆栽等多种展示形式亮相花博会
现场，彰显了我市花卉之美、产业
之兴，以及我市苗木花卉产业的
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对加
强苗木花卉产业对外交流合作，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第十届花博会
我市斩获两金奖

招远淘金小镇游客井然有序排队进入招远淘金小镇游客井然有序排队进入。。

石药集团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园石药集团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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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到2023年，生产总值、
一般公共预算分别达到420亿元、
35亿元，到“十四五”末分别突破
500亿元、50亿元，实际工作中力争
更好更快一些，奋力重返烟台第一
方阵。

●作为全市建设国际生命科学
创新示范城市的主阵地、主战场，牟
平区坚决把国际生命科学城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重点突破
9.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尽快打样、
形成示范。

●启动总投资500亿元的涉及
20个城中村、15平方公里的12大
片区改造，确保5年内基本完成主
城区城市更新、新城区夯基垒台。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