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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山东宏范体育文化运动
产业园——山东省篮球训练基地顺利落
户烟台。

说起作为山东省唯一一个各个年龄
组全面覆盖的训练基地缘何花落烟台，
市体育局局长郑俊杰最有发言权：“烟
台，有着悠久的篮球运动历史，这里的人
民有着浓厚的篮球情结，这里孕育出许
多优秀的篮球人才。做大做强篮球运
动，既是我们体育部门的重点工作，也是
全市体育系统为民办实事和优化营商环
境的使命担当。”

篮球之乡

再掀全民热潮

烟台有着“篮球之乡”的美誉。昔
日，市民对于篮球的狂热，从站在墙头上
看球赛就可见一斑。烟台人懂篮球、爱
篮球，但更需要人扶持篮球。如今，为让
群众满意，烟台市每年组织的市县两级
篮球赛事活动就有100多场，民间自发
组织的篮球赛事也在百场以上。为让群
众在家门口看到高水平赛事，今年5月8

日-12日，我市承办了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男子U22篮球预赛，5月9日-16日
承办了2021年全国U15篮球比赛女子
组预赛烟台赛区比赛，满足了烟台球迷
在家门口观看全国最高水平篮球赛事的
心愿，使烟台再次成为全国最火爆主场，
金牌球市。

近年来，市体育局持续加大篮球工
作推进力度，聘请原八一男篮队长、国字
号教练范斌为烟台市篮球运动协会副会
长，烟台市青少年篮球总顾问；开展篮球
志愿服务活动，让篮球明星进社区、进校
园，进一步带动烟台社会篮球、校园篮球
的发展；在全市91所中小学开展篮球特
色项目，其中省级篮球特色学校27所，
国家级篮球传统特色学校1所……

少年强则国强，为加强校园篮球工
作，夯实篮球高水平人才培养输送网络，
2020年5月，市体育局与市教育局联合
制定《市体育局 市教育局关于大力推进
青少年篮球工作的意见》，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以篮球普及为导向，借助体教融合
大力推动校园篮球发展，扎实筑牢烟台
篮球发展制度基础、人才基础、设施基础
和社会基础，为持续提升烟台篮球发展

的规模和质量提供了强大动能。
为加大篮球特色学校争创力度，烟

台建立起“市、区（市）、校”三级联赛体
系，新建了54处篮球场地，明年要创建
篮球特色小学、初中各60所。

筑巢引凤

体育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体育产业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体育产业是当前最具融合性、最受各
界关注的体育论题，同时也是优化体育
营商环境最为重要的领域。山东省篮球
训练基地顺利落户，初衷也基于此。

基地建在烟台，不仅可以带动更
多青少年学习篮球、了解篮球，更重要
的，是可以通过基地建成，带来持续经
济效益。“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
高水平训练基地，可以吸引大批优秀
篮球人才来到烟台，扎根烟台，厚植烟
台原本“肥沃”的篮球土壤。而好的场
地设施，为举办国际性大型比赛提供
了坚实平台，高水平运动员、教练员带

来的“粉丝效应”，不仅可以带动烟台
篮球整体发展，更可以利用他们的影
响力和经验，深度挖掘青训，提升烟台
篮球的竞技水平。而举办比赛带来的
食宿收入、广告收入、门票收入以及相
关衍生产品销售，将会给烟台带来更
多的经济效益。

此外，高水平比赛或高水平运动员、
教练员来到烟台，势必会让更多人的目
光聚焦烟台，“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的城
市名片也会让更多人熟知。

“体育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对体育工作的必然要
求，是擦亮体育窗口、提升体育社会形
象、办人民满意体育的重要途径。”郑俊
杰表示，“今后市体育局还将加大工作力
度，创新工作方式，走出一条贴合烟台实
际的篮球发展路子，重振烟台篮球事业
辉煌，重塑烟台篮球之乡美誉，将篮球建
设成烟台城市发展的新名片。推进篮球
赛活动与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文化旅
游、美丽乡村、社会公益等多元融合发
展，提升烟台城市影响力、知名度和国际
范。”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山东省篮球训练基地落户烟台——

小小篮球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昨日，在福山区明远家纺智能车间，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进入四季
度，明远家纺的外贸订单增加、生产提速，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今年以来，
福山区通过积极争取外贸政策和资金、探索外贸新业态等形式，促进外贸企
业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确保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通讯员 潘丹丹 林冠利 摄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姜春康
通讯员 刘培琳 张琼戈）烟台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开发建设的设计、施工、监理全
类型BIM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于近期上
线，将BIM技术应用于电子招投标，实现
招投标可视化、数字化、智能化变革，是工
程交易行业又一次跨越式发展，标志着我
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正式进入三维时代。

运用BIM技术开展招投标工作，通
俗讲就是把原本的二维文件转换成三维
立体模型，投标人对施工方案进行动画
制作，通过模型关联工程量造价，结合进
度计划动态模拟现场施工过程，以全新
的三维视角辅助评标专家对投标人的方
案进行综合评审，具有以下特点：可视
化，可直观展示建设活动；数据化，有助
于评标专家评价工程报价、进度，对原材
料用量、人工投入的合理性进行评判；智
能化，可模拟现场建设活动，在工程成
本、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等方
面从不同维度（空间、时间、流程段）进行
比对，使评标更精准。

在烟台公共资源“智慧交易”背景
下，突破传统招标的思维惯性、运作模式
以及规则体系，创新应用BIM技术于招
投标阶段，有利于提升招投标阶段精细
化水平，提高建筑工程的建设效率和集
成化程度，为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打下坚实基础。

烟台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正式
进入三维时代

稳外贸
赶订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童
佳怡 通讯员 谢楠）15日，记者从
市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获悉，
1-10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居全
省前三。10月份，国控点位五项
主要污染物全部同比改善，其中
SO2、NO2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一级
标准；PM10、PM2.5、O3 均达到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各区市
空气质量综合考核排名长岛综试
区居首位。

在市区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25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0.7%；可吸入
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为51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3.9%；臭氧
（O3）第90百分位浓度为144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1.4%；二氧化硫
（SO2）平均浓度为7微克/立方米，同
比改善30.0%；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6.7%；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36，
同比改善14.7%；优良率为96.8%，
同比增加3.3个百分点。

根据《烟台市环境空气质量生
态补偿办法》，10月份，区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考核排名依次为：
长岛综试区、蓬莱区、福山区、莱山
区、高新区、牟平区、开发区和芝罘
区。

六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考核排名依次为：莱阳市、招远市、
栖霞市、海阳市、龙口市和莱州市。

全市镇街空气质量综合评分
排名方面，综合评分最高的镇(街)
是莱山区滨海路街道，评分为
89.52分；最低的是莱州市虎头崖
镇，评分为59.44分。

前10位（第1位至第10位）的
镇(街)依次为：莱山区滨海路街道、
海阳市方圆街道、蓬莱区刘家沟
镇、蓬莱区登州街道、龙口市徐福
街道、芝罘区芝罘岛街道、开发区
潮水镇、长岛综试区北长山乡、栖
霞市庄园街道、牟平区龙泉镇。

后 10 位（第 150 位至第 159
位）的镇(街)依次为：海阳市二十里
店镇、栖霞市松山街道、海阳市朱
吴镇、牟平区武宁街道、栖霞市寺
口镇、莱州市驿道镇、牟平区大窑
镇、海阳市辛安镇、海阳市碧城工
业园、莱州市虎头崖镇。

1-10月烟台空气质量
居全省前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苗
春雷）11月17日（星期三）上午，市
委副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
记、局长尹鹏将接听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市民可就相关问题拨
打12345热线进行反映。

接电话时间为11月17日（星
期三）上午9:00-10:00，受理范围
为烟台市农业农村局职责范围内
且属于烟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受理范围的各类诉求，包括：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美丽乡村建
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种植业、养殖

业、农药化肥、饲料兽药、农业机械
化等方面的政策咨询、问题投诉。

本次接话活动的受理方式是
接听电话渠道的市民诉求，不接待
来访人员。超出受理范围的来话，
由12345热线工作人员按常规程
序处理。因来话较多接话单位负
责人未能接听的诉求，由12345热
线工作人员详细记录后，按常规程
序处理。接听期间，对来话人个人
信息要求保密处理的，不转接领导
接听，由12345热线工作人员详细
记录后，按常规程序处理。

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
明天接听12345热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近
日，市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产指挥
部开展安全执法检查，加大对违法

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对4家燃气企
业进行了立案处罚。现予以公开
曝光。

我市4家燃气企业被处罚

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产问题隐患企业

企业名称

招远市路通液化气加油
站

龙口市东海石油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

万通燃气荣兴液化气站

长岛县永乐气体充装站

处罚原因

在不安全的情况下私藏燃
气罐

存在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

室外消火栓无水

给超期限未检验的钢瓶充
装燃气

处罚措施

罚款10.0万元

罚款8.0万元

罚款0.5万元

罚款0.5万元

（上接第一版）2020年实现收入2.5亿元，预计
2021年全年实现收入超3亿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业务正成为新增长点——
汉鑫科技作为华为云工业互联网核心合作

伙伴，2019年与华为公司合作在烟台成立山东
省第一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应用物联网+机器
视觉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为企
业客户提供工艺优化、缺陷检测、产线升级、设
备远程运维等数字化转型服务，帮助企业重构
核心竞争力。截至目前，已为400多家企业提
供咨询服务，与近百家企业开展联合创新与数
字化转型实践，业务覆盖山东省及周边省份。

同时，汉鑫科技发力车路协同智慧交通业务
和新型智慧城市业，他们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北
京邮电大学、烟台大学等率先承接2019年山东
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基于车路协同技术的智慧
交通平台研发”。目前，已完成车路协同云控平
台、仿真平台、信息交互平台、边缘计算等技术研
发。公司通过软件与信息系统集成，聚焦政务、
教育、医疗领域，提供信息化智能化解决方案，先
后完成各类大型信息化、智能化项目1000多个。

持续加码研发——
汉鑫科技在烟台、北京和美国硅谷等建有

技术研发中心，研发和技术人员占比60%以上，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8%以上。公司采取“以客
户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发展为导向、以自主创新
为核心、以产学研合作为依托”的研发模式,先
后与华为技术公司、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烟台大学等著名校企结成“产学研”合作伙
伴，共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与“车联网”联合实
验室。

“我们将抓住北交所上市契机，聚焦企业数字

化转型和新型智慧城市两个业务板块，加大资源
投入，加快市场布局，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山东
汉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义说，汉鑫科
技计划未来5年内建成50个以上企业数字化人工
智能创新中心，覆盖国内主要工业大省，实现政企
业务并驾齐驱、双轮驱动的战略布局。同时，加大
在车路协同智慧交通方向的研发投入，推动“车路
协同+智慧交通”“车路协同+智慧高速”“车路协
同+智慧公交”等场景的产业化。

为何表现亮眼？
总市值近8500亿元领跑全省

培育和推进企业上市，对于增强地方经济活
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企业发展壮大具有
重要作用。

烟台境内外上市公司达到55家，总数居全
省第二位，其中境内上市公司45家，总市值接近
8500亿元，居全省首位……值得关注的是在全
球经济低迷、市场萎缩的形势下，资本市场上“烟
台板块”表现却一直亮眼。

多年来，烟台企业始终活跃在国内外资本市
场，自1996年烟台诞生首家上市公司以来，通过
政策引导、服务创新、平台搭建、要素聚集，推动
企业上市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从上市公司数量看，截至汉鑫科技上市，烟
台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5家，其中境内上市45
家，涵盖沪深北三大交易所的全部板块，总数居
全省第2位。

从直接融资规模看，2016年以来，全市上市
公司通过首发、定增、配股、可转债等形式，实现

直接融资 1498.4 亿元，累计直接融资规模达
2213.9亿元，其中股权融资1818.6亿元，规模居
全省首位。

从企业经营效益看，“十三五”期间，全市境内
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1.8%，净利润
年均增长率为25%，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今年
前三季度，境内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91.2亿
元、同比增长34.1%，实现净利润318.7亿元、同比
增长90.8%，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态势。

从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看，近年来，烟台紧抓
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机遇，加快推动改革措施
落地：2019年睿创微纳成为全国首批、全省首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2020年南山智尚成为全省首
家创业板注册制上市公司，2020年荣昌生物成
为全省首家在港交所上市的未盈利生物科技企
业，2021年汉鑫科技成为北交所开市后全国首
批上市企业。一系列改革创新成效，持续扩大了
资本市场“烟台板块”的影响力，有效激发了企业
上市活力。

后备力量强大。烟台按照“筛选一批、储备
一批、辅导一批、上市一批”的思路，常态化对科
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企业进行
摸底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纳入上市后备企
业资源库，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服务。目前，全
市还有190家企业进入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其
中19家企业进入了上市程序，资本市场上的“烟
台板块”正在加速崛起。

不仅如此，驰骋资本市场的“烟台板块”已
悄然实现了由工业企业上市为主转变为一二
三产业企业全面结果，由大集团上市为主转
变为大中小企业多点开花，由境内上市为主
转变为境内、境外两个市场齐头并进的“完美

转身”。

为何动力澎湃？
政策赋能创新型企业

资本市场“烟台板块”何以如此动力澎湃？
一个个“专精特新”“小巨人”站起来，一只

只“瞪羚”在奔跑跳跃，一只只“独角兽”锐意进
取，像极了烟台这座城市，成长、向上、腾跃、奔
跑……

何谓“专精特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
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化”特征，企
业规模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中小企业。何谓“独
角兽”？企业成为“独角兽”，就意味着成为“企业
丛林之王”，成为颠覆式创新、爆发式增长、未来
产值大的领军企业。

目前烟台拥有省级“独角兽”企业6家，国家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4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42家、重点“小巨人”企业20家，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343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6家、“隐形冠军”企业48家、“瞪羚”企业139
家，均居全省前列。

制造业单项冠军代表着全球细分行业最高
的发展水平、最强的市场实力,是全球制造业企
业的第一方阵、中国制造的“排头兵”,在产业链
中地位举足轻重。来自市工信局消息,目前我市
先后培育了14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和36个
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制造业基础雄厚，企业质地优良，在行业龙
头企业之外，还拥有众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
甚至“单项冠军”，这是资本市场“烟台板块”快速

崛起的重要一环。
政策赋能——
近年来，根据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形势新变

化，烟台市及时调整企业上市扶持政策，先后制
定出台《烟台市资本市场开放创新发展引导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对接资本
市场加快上市挂牌的政策》等文件，发挥财政资
金的政策激励作用，对企业上市实行全过程、分
段式奖补，累计兑现奖励资金1.7亿元，有效调动
企业上市积极性。

精心服务——
烟台市成立推动企业上市专项小组，把企业

上市列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强化资源
培育，建立健全跟踪服务机制，建立企业上市“绿
色通道”，对企业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一
企一策”“一事一议”研究解决，推动企业加快上市
进程。与上交所、深交所联合共建烟台资本市场
服务基地，常态化举办政策辅导培训，不断提升政
府部门和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能力水平。

向更高目标攀登、跨越。今年7月份，市政府
制定出台《关于推进企业上市三年行动方案》，到
2023年，全市新增上市公司30家左右，上市公司
总数达到80家左右，争取实现各区市上市公司
全覆盖。上市公司质量实现新提升，到2023年，
全市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1.3万亿元，其中市值
百亿元以上的企业25家、千亿元以上的企业2
家。上市公司融资实现新跨越，到2023年，上市
公司股权融资规模突破2300亿元，新增企业债
券融资突破1800亿元，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产业
引领和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

持续增加、递次推进，资本市场“烟台板块”
的逆袭之路将越走越宽。

“烟台军团”闪耀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