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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魁玉南路
以东、城际
铁路以西
A2地块

通世南路
以西、河
滨路以北
地块

其他出让
条件

地块坐落

芝罘区魁玉
南路以东、
城际铁路以
西

芝罘区通世
南路以西、
河滨路以北

地块编号

烟J
[2021]
Z002号

烟J

[2021]
Z003号

出让面积

54304平方米(含
部分拟划拨使用
的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90774平方米(含
部分拟划拨使用
的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出让
起始价

24550
万元

25500
万元

竞买
保证金

7365
万元

25500
万元

出让年限

住宅70年、商
服40年、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
务50年

住宅70年、商
服40年、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
务50年

容积率

≤2.07
且＞
1.9

≤1.54
且＞
1.4

绿地率

＞30%

＞35%

建筑密度

＜20%

＜20%

规划建筑面积

≤112500平方
米且>103200

平方米

≤140000平方
米且>127100

平方米

规划信息用地性质

住 宅 、商
服、公共管
理与公共
服务

住 宅 、商
服、公共管
理与公共
服务

烟J[2021]Z002号地块：1、宗地竞得人需无偿提供物业用房不小于800平方米；2、依据市区房地产开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第33次会议纪
要，宗地竞得人须在网上挂牌出让审查期内与芝罘区人民政府签订安置住宅提供协议，约定安置房及相关公共服务用房的交付面积、户
型、交付方式、交付时间及回购价款拨付方式等相关事项，协议在出让公告发布前由区政府签署并在出让时一并公示；3、未完成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未上报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和不符合环境质量要求的，不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允许开工建设。
烟J[2021]Z003号地块：1、宗地竞得人需无偿提供养老用房不小于350平方米，物业用房不小于1000平方米；2、宗地竞得人须在网上挂
牌出让审查期内与芝罘区人民政府签订安置住宅提供协议，约定安置房及相关公共服务用房的交付面积、户型、交付方式、交付时间及回
购价款拨付方式等相关事项，协议在出让公告发布前由区政府签署并在出让时一并公示；3、未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未上报全国污染
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和不符合环境质量要求的，不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允许开工建设。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烟自然资规芝告字[2021]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烟台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在烟台市土地市场网（网址: www.ytlands.cn）公开挂牌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法律、
法规及国家相关规定限制的除
外），均可按《烟台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的
要求,办理CA数字证书，申请参
加竞买。本批次出让宗地不接
受联合竞买。

三、公告期、缴纳竞买保证
金截止期限、挂牌出让期

(一)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期为：2021年
11月26日0时至2021年12月
16日9时。

(二)申请人可于2021年12
月16日9时至2021年12月26
日10时前登录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提交竞买申请并通过系统获
取保证金缴纳账号，通过网银或
电汇缴纳保证金。竞买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 12月

26日10时（以烟台市土地市场
网服务器时间为准）。申请人须
以办理CA数字证书的名称一次
性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
证金帐号由系统自动生成）。逾
期，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将自动停
止受理申请(因银行保证金系统
到账存在时间差，建议竞买申请
人保证金缴纳时间适当提前)。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期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 9 时至
2021年12月28日10时。

四、资格审查
依据《烟台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规则》，网
上挂牌交易期结束后，进入网上
挂牌出让审查期，审查期不超过
3个工作日（详见竞买须知）。

五、竞买资料的取得
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期

间，登陆烟台市土地市场网，在
首页的“‘土地市场’→‘土地出
让’”栏中点击意向地块，对意向
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进
行查询或下载（包括出让公告、
竞买须知、出让合同(模板)、相关
图件、相关附件等）。

六、其他事项
本次出让公告若内容发生

变更的，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将按原公告渠道发布补充公
告，网上挂牌出让活动自变更公
告之日起，相应顺延。

七、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让人：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新苑路7号
电话：0535-6289493
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gtj.yantai.gov.cn
http://www.ytlands.cn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6日

听经验 找问题 学技术
海阳市苹果示范方果园冬春管理现场会开到果园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吕金滙 秦菲）11月
23日，烟台民意通报道了《滨海广场直饮水机成摆
设》后，烟台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高度重视，
立即到现场核查，安排整改。

昨日下午4点，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
责人现场召集广场管理科、物业公司、直饮水机管
理单位召开调度会，针对群众反映的直饮水机没有
水、卫生问题等逐一进行现场查验，同时对相关后
续工作进行安排。

据了解，滨海广场直饮水机是由市自来水公司
委托第三方安装并负责后期卫生清洁及维护保
养。受冬季临海气候影响，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4
月中旬，为防止直饮水机结冰，广场直饮水机将全
部关闭停止使用。对于此前市民反映只有一个口
出水，相关负责人表示：“直饮水机因过滤需要，处
理好后会先储存一部分水，若储蓄的水用完，再进
行过滤工作将需要耗费一定时间，所以可能出现暂
时不出水的情况。”

目前，管理单位正在逐步维修并关停直饮水机
设备。下一步，广场管理科将督导直饮水机管理单
位，在直饮水机醒目位置张贴暂停使用温馨提示。
同时，将由广场物业公司暂时接管直饮水机的卫生
清洁工作，加强和确保保洁频次和质量，解决卫生
管理短板问题。“我们会做好与市民游客的沟通工
作，希望与广大市民和游客携手，共同关注广场设
施，擦亮、维护好烟台的城市名片。”市数字化城市
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歆茹）9月
29日，烟台民意通曾报道《西山路道路两侧违
停，交通“添堵”，居民“闹心”》，对西山路违停
堵车一事进行报道。近日，市民蔡先生向烟
台民意通“6601234”反映，现在西山路的交通
堵塞仍十分严重，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间段
堵得无法通行，前段时间居委会在一侧划了
停车位，可原本拥堵的道路依旧是左右两边
停车，尤其是早晚高峰通行困难，望有关部门

多加管理。
11月22日傍晚，民意通记者再次来到西

山路，刚一进路口就看到道路两侧仍停满车
辆。当记者与对向行驶的车辆会车时，必须
小心翼翼驾驶通行才能避免刮蹭。一位接孩
子经过的女士告诉记者，“这还没下班，上班
的还没开车回来，等再过一会儿这两边停的
车更多。早晨送孩子上学，小孩在路边走，我
们大人得一直拉着手，生怕突然出来个车碰

到孩子。”
带着市民的担心，记者联系到市公安局

交警二大队。23日上午，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查看情况后发现，西山路路幅8米，按国标要
求，只能在道路一侧划停车线停车，而在另
一侧未划线处停放则属于违规停车，考虑到
周边老旧小区停车位少、停车困难的现状，
交警二大队副大队长王希文表示，将分两方
面解决此处问题：一方面，本周对违停车辆

贴发温馨提醒单，并劝导驶离，告知今后不
得违规停车，同时，加大巡逻力度，下周将对
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在每天早晚
高峰时段，对西山路加强警力、疏导交通，做
到执法治理与疏导相结合，有效维护道路交
通秩序。

随后，记者向市民蔡先生答复处理结果，
蔡先生表示接受。烟台民意通记者将持续关
注西山路违停情况。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报道）
“现在市区很多地方都在治理违规占车位，但
在一些小路或者辅路上，仍有不少车位被占，
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清理。”连日来，有市民
致电烟台民意通热线反映，市区部分公共区
域被占，导致车位紧张。记者就此进行实地
探访。

22日，在市区南迎祥路的一家砂锅店
门口，记者看到，在该店门口的一片空区域
上，店家自己用白线划分了停车位，同时摆
上了私家车位停车牌。对此，有市民表示，

“这种情况很多，酒店为了方便顾客停车，
都把门口的区域划线占用，成了酒店的专用
停车位。”

在该砂锅店南面不到一百米左右的一条
辅路上，同样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家烤肉
店也在门口摆上了私家车位的警示牌。“这周
围平时本身停车位就紧张，现在开了饭店，再
占用停车区域，停车就更紧张了。”一位居民
抱怨说。

随着机动车数量的迅速增多，停车难已
成为不少驾车出行市民最头疼的事，但公共

区域被商家私自划成私家车位，摆上
“禁止停车”等警示牌或其他障碍
物，确实给市民停车带来困扰。

对于这种违规占用车位的现
象，不少市民表示，商户可能是为了
自家店面生意，方便顾客出入。但
在车位紧张的情况下，违规占用车
位，导致公共资源浪费，就实属不该
了。市民们呼吁，这种行为应该被及
时纠正，给文明城市创造一个良好、
和谐的环境。

商家私划车位 占用公共区域
市民呼吁相关部门予以纠正处理

本周温馨提醒 下周罚款扣分
西山路违停仍存在，交警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一个苹果一万八
烟台百年古树苹果慈善拍卖启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苗春
雷 通讯员 薛云鹏）“一万八一次，一
万八两次，一万八三次，成交！”昨天上
午，随着主持人的一锤定音，一个苹果
卖出了1.8万元的高价。这一幕发生
在烟台百年古树苹果慈善拍卖现场。

这个苹果来自中国树龄最长的苹
果树。2019年5月，蓬莱区刘家沟镇
乌沟苗家村一个100年以上树龄的苹
果古树园被发现，其中树龄最大的1
株，经反复调研、多方考证，确认其树
龄为138年。苹果古树是不可再生的
自然和文化遗产，是了解我国苹果栽
培历史的“活档案”，对促进我国苹果
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历
史文化价值。

为通过百年古树苹果系列拍卖
活动推介百年果树，宣传烟台苹果的
历史和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推
广烟台苹果品牌，昨天，蓬莱区政府、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举行烟台百年古
树苹果慈善拍卖启动仪式。同时，百
年古树苹果也将在阿里拍卖平台面
向全球进行公开网络竞价活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逄
苗 通讯员 孙洪安）昨日从市市场
监管局传来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
日前公布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
系指导名录，山东省共6个地理标
志入选，烟台苹果榜上有名。国家
知识产权局和省市场监管局将分别
予以重点指导联系和政策扶持。这
是烟台苹果继今年9月获准筹建首
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以
来，获得的又一国字号招牌。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充分
发挥地理标志制度优势，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积极打造区域品牌，全市
地理标志工作在扶贫兴农富民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狠抓品牌
创建、加大监管扶持、强化宣传推介
等措施，烟台苹果等一批地理标志
价值不断提升，真正成为区域经济
的“助推器”和兴农富农的“金招
牌”。目前。全市大约有81万户、
172.5万人从事苹果种植，苹果栽培
面积282万亩，产量570万吨，年出
口量30余万吨。在2020年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烟
台苹果品牌价值超过145.05亿元，
连续12年蝉联果业第一品牌。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
步推进地理标志运用，围绕地方重
点支柱产业，建设一批地理标志运
用促进工程重点项目，突出示范引
领、以重点突破带动全盘，总结形成
一批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先
进经验和成功案例，探索地理标志

“标志—产品—品牌—产业”发展新
路径，更好地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
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
传承有机融合，推动“烟品出烟”“烟
品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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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王宁 摄影报道）11月23日，冬意融融，阳光明
媚。在海阳市发城镇河南村现代苹果示范园
内，一群人围着果树讨论正酣。

“果园管理重点就是病害防治，要防治早
期落叶病，就必须喷洒两遍波尔多液，这个步
骤绝对不能省。”海阳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
海军说起果园管理滔滔不绝，“秋肥是金，冬肥
是银，这个季节一定要给果树多施有机肥，这
对第二年果树的开花结果有非常大的帮助，有
助于增产增收。”

“果树拉枝也很关键，能调整树体结构、改
善光照条件、缓和树势、促进花芽分化和提早
结果。”“有条件的尽量都配备自动打药机，它
用药精准、喷洒均匀，算算账下来比人工打药
贵不了多少，还能保证喷洒质量。”

这里正在进行海阳市苹果示范方果园冬
春管理现场会，参加的人员不仅有海阳11个
现代苹果示范方负责人，还有许多慕名而来学
习苹果种植技术的果农。

根据海阳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意见，
2020—2022年，海阳将利用三年时间，市镇村
三级联动，更新改造老龄苹果园10万亩，主要
改品种、改树体、改土壤，实现种植品种、栽培
模式、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集成示范，达到生态、
有机、土壤有机质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
化应用等现代果园建设标准。两年时间过去
了，苹果发展怎么样，有哪些问题要解决，果农
有什么好建议？

海阳一改之前在会议室集中开会的传统
模式，把现场会开到苹果示范园里，现场看、现

场教、现场讨论，内容贴近实际，语言朴实接地
气，果农们听得仔细认真，时不时把自家果园
存在的问题拿出来提问，心里盘算着自己管理
差在哪里，不时发出感慨：“看看人家河南村老
范管理的这果园就是精细，舍得喂肥浇水。”

“今年果园管理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来，少
出了多少果，这真是一步跟不上，十步看不见
啊！”“今冬明春是果园管理的关键时期，听了

这些技术要点，回去一定把果园管理好。”
看到果农们踌躇满志，海阳果业发展中心

主任赵晓峰说：“海阳苹果在上世纪90年代名
头非常响，这么多年过去了，苹果也要‘改良、
提质、增效’。为再造海阳苹果品牌，我们先期
规划打造了11个示范方，海阳苹果高质量发
展可就看各位是不是能带好头了，省、市有资
金支持，我们在技术方面给你们充分保障。”

滨海广场直饮水机成摆设？城管回应：

过滤水需要时间
冬季将停用数月

车位被占用车位被占用。。

现场会现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