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人工造礁打造丰美“海底牧场”，年产有机野生海参50万斤——

走，去“东宇”捞海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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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对人
才的吸引力体现了一座城市
当前的发展环境，决定着城市
未来的发展潜力。

前一段时间，智联招聘联
合分析机构推出“最具人才吸
引力城市100强”报告，山东的
成绩相当亮眼，9个城市上榜，
其中烟台列第37位。

转型发展的烟台，求贤
若渴；开放发展的烟台，广纳
英才。一个地区要想又快又
好发展，就必须占领人才高
地。烟台将通过建设制造业
强市、吸引年轻人才、聚集创
新团队，增添城市活力，这无
疑会为人才施展才华插上腾
飞翅膀。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
是第一资源。对烟台而言，
有着成功的经验和优势——
举办“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
创业大赛”和上线运行“人才
烟台”网站，“百花齐放”，墙
内开花墙外香，网上招才引
智美名扬；从出台《引进顶尖
人才（团队）“一事一议”实施
办法》，到成立人才智力支撑
新旧动能转换工作专班，再
到成立“千人计划”产业技术

研究院，彰显的是吸引
人才的“烟台实践”，
以及善待人才的“烟
台特色”。

眼下，全国各地
招才引智力度不断加

大，“抢人大战”愈演愈
烈。我市清醒认识到，打

造独特的人才“洼地”效
应，需要厚植引才爱才土壤，筑牢留才用才
平台，简单粗放地比钱比待遇未必能“砸”到
优质人才，更难让人才留下来。

黄金累千，不如一贤。高层次人才，能
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锦上添花；高质量
发展，也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有力支撑。破
解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

当然，“聚”是第一步，“用好”才是关
键，重中之重是要创造人才用武之地，着
力打造一流的人才发展生态环境。一言
蔽之，拼发展就是拼人才，赢得人才就能
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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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近日，市民林女
士向烟台民意通6601234反映，自己在芝罘区
贝漾丽格整形医院交了10000元定金做整形项
目，当天回家后就不想做了，但现在要不回来钱。

记者联系林女士了解到，2月初她通过朋
友介绍来到芝罘区贝漾丽格整形医院咨询隆
胸手术项目，咨询过程中，美容顾问向其介绍
了具体项目内容，她交了一万元的定金。“手术
费用是六万块钱，顾问让我交一万块钱的定
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交了。但后来回到
家我就改变了主意，晚上就跟她们说我不想做
了。”林女士通过微信向院方表达了自己的想

法，希望医院能把定金退还给自己。“她们说我
交的钱是定金不能退。”林女士说。

记者拨打了芝罘区贝漾丽格整形医院的
电话，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种隆胸
手术，都是要订制假体的，这个别人也用不了，
而且我们去订制假体的费用一万块钱都不够，
所以定金肯定不能退。”

就此事，记者咨询了北京市盈科（烟台）律师
事务所律师杨新祥，他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
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
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定金的数额由当事

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
二十，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在本案中，
林女士交了定金一万元，并不超过主合同标的额
的百分之二十，符合法律规定，主合同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
十七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
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
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
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
案中，林女士作为给付定金一方要求不履行合

同，因此，林女士无权请求医院返还定金。
“定金”和“订金”有什么区别？记者又致电

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合同
上写的是‘订’，这10000元可以协商退款；如果
合同写的是‘定’，按照法律规定，商家可以不
退。”简言之，定金是个法律
概念，合同上是“定金”的，依
据《民法典》规定，一方违约
时，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执行,如果无约定，商家违约
时，“定金”双倍返还，消费者
违约时，“定金”不返还。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摄影报道）4月
29日，有热心读者致电烟台民意通6601234
热线反映，福山区西山路星河城以西、城西村
以北的小公园快被菜地“抢占”了，希望有关部
门清理一下，还城市一片绿地。

疫情期间，不能远游的市民越来越习惯在
附近转转，早晨跑跑步，晚上遛遛脚。福山区
西山路星河城、城西村的居民们出了门便是一
座小山，山上风景优美，遍布赤松、刺槐、国槐
以及其他景观绿植。市民李先生每天早晨都
要围着小公园跑几圈，他告诉记者说，身边有
这么一座小公园真方便，并且政府也在不断地
扮靓小公园，拆了一些违章建筑，硬化了路面，
培植了景观树木等，但是有一些人悄悄地平整
了山地种起了菜。“最初也就一家两家的，这两
年种菜的人越来越多，占的面积越来越大，有
的人甚至把树、草地给破坏了，围起了栅栏，远
望山上好像长了‘疥疮’，太不美观了。”

4月30日上午，记者根据李先生的指点来
到了利用小山建成的小公园。从小公园的东边
拾级而上不到10米，就看到了半坡上有人开出
几条土路，路边上有一片地方没有草皮，土壤松
软，另外一块平地上的嫩绿韭菜长势喜人，间或
有点杂草也被清理了出来，菜畦微湿，看来有人
刚刚浇过。继续往上攀登，又有几块新开垦的

菜地出现在路边，周围围上了荆棘或者铁丝做
成的栅栏，还有一块新菜地已经起好垄。

经路人指点，记者又在公园的南侧发现了
一片成规模的菜园，菜园的四周用一人高的木
棍和铁丝围上了整整齐齐的栅栏，还做了一个
门，门上挂着锁。菜园内有十几个菜畦，部分
菜畦扣上了地膜，还有一些起好了垄，菜园里
冬蒜的蒜薹已经冒出了头。相距大菜园不远
的地方，竖着一个 2020 年 12 月的《游园须

知》，劝告游人爱护园内设施、苗木，禁止毁坏
设施，严禁采挖植物、攀树折枝等。

游园的市民告诉记者，在北坡菜园更多，
都成片了。翻过山头，穿过一条盘山路，记者
看到在北坡十几个菜园星罗棋布，部分挨得近
的菜园做好了栅栏，仅留出一米宽的过道。有
几位年龄比较大的菜农正提着大桶水一点点
地浇菜：“下手晚了，好地方都抢光了。”还有一
位中年女子拿着锄头正在刨土，边上的老妇人

嘴里哄着小孩子说：“刨刨就是园，刨刨就是园。”
在北坡不少地方记者看到福山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4月22日贴出的《通告》，《通告》上
说，根据《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和第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的性质或者破坏绿化
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通
告》要求私自圈地种菜的居民清除菜地，限在4
月25日17点之前恢复原貌，如限期内未及时
清理，将由执法人员对菜地全部铲除。

据了解，在公园里圈地种菜的大部分是周
边居民和外来在本地长期务工人员，城西村虽
然已经村改居，但当前居民仍居住在平房内，许
多居民仍然保持着种地的习惯，各种农具齐
全。星河城、织布厂家属楼、颐景园等社区还有
许多来帮孩子照顾第三代的老人，闲暇之余也
加入种菜大军。

“跟执法不严也有关
系，这个地方不准开园种菜
早有规定，刚开始的时候有
人偷摸种菜，没有人来制
止，大家发现没有人管，种
菜的人越来越多，都抱着法
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李先
生说。

你圈一块，我占一片，有人还围上栅栏挂上锁……

福山西山路小公园几成私家菜园

整形缴纳万元定金后悔了，能要回来吗？
律师、消协：定金、订金一字之差区别大，签订合同须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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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员展示刚刚捕捞出水的海参潜水员展示刚刚捕捞出水的海参。。高新区东宇国家级海洋牧场平台高新区东宇国家级海洋牧场平台。。

自升式多功能海洋牧场平台管理着大片养殖海域自升式多功能海洋牧场平台管理着大片养殖海域。。

海参营养价值丰富，被誉为“海八珍”之首。
独有的区位条件、产业优势，造就出“烟台海参”
极具魅力的特色品牌。海参养殖已成为烟台渔
业增效、渔民增收的重要产业之一。

每年到了四月春暖花开的时候，海参就
结束了冬眠期开始慢慢苏醒，经过一整个冬
天的能量积蓄，这时候海参的营养价值达到了
巅峰时刻。五月份，正是烟台海参的春季捕
捞旺季。

昨日，记者来到高新区金山湾国家级海洋牧
场——东宇海洋牧场，与东宇海参捕捞团队共同
出海，见证野生海参捕捞过程，感受牧海耕渔的

“蓝色画卷”之美。

捞海参去！这里年产50万斤鲜参

阳光明媚，海风拂面。沿着金山上寨村一路
向北，在东宇海洋牧场3万多平方米的蔚蓝海域
上，伴随着机械马达的轰鸣声，一条条捕捞船正
在进行繁忙的海参捕捞作业。

不一会儿，身穿潜水服、头戴呼吸面罩的捕
捞员拖着满满一网兜野生海参出水，船上的工作
人员则一起将新鲜捕捞的海参根据大小进行分
类装箱，海螺、螃蟹、海星等新鲜海货一同上船，

海风里荡漾着一股丰收的喜悦。
“瞧这海参个头，一个就有半斤多！”烟台东

宇海珍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效平拿起一只巴掌
大的海参，骄傲地向记者展示道。海参有夏眠和
冬眠，所以捕捞季一般分为春捕和秋捕，如今正
是春季海参捕捞的“黄金期”。“目前海参只能靠
人工捕捞，我们每条船上都配备了两名捕捞员，
现在每天能捞四五千斤，到了五月中旬以后，海
参大批量成熟，每天能捞1万斤以上，多的时候
能有2万斤。”李效平说。

东宇凭借着填海工程的优势，与国家海洋所
合作，在深海、浅海投放石料进行人工造礁，以海
参的底播开放式养殖作为主业。李效平介绍，这
片海域除了贝类等，80%是野生海参，现在年产
鲜参50多万斤，且产量呈每年递增状态，却还是
供不应求。

“大棚养殖的海参生长周期是七八个月，池
子养殖需要一年半到两年，像我们这种野生海参
生长周期在五六年。”李效平说，东宇海参之所
以受欢迎，源于它是真正的野生捕捞、野生放
养。公司把浅海的天然野生参苗限量捕捞，重新
投放到20米深左右的深海，浅海作为野生海参
种苗的繁殖区，深海作为野生海参的自然生长
区，其生长环境、生长过程以及营养成分完全等
同于野生海参。

精深加工，延长海参产业链条

一般来说，海域的水质越好，海参品质就越
好。金山湾海域远离污染，水清滩美，海洋渔业资
源丰富，是海珍品的天然摇篮。东宇这片海域是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岸是国家特级沙质保
护海岸。工作人员说，天气晴朗的时候，连海底下
十六七米的礁石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高品质海参需要优质海洋环境的长久滋养，
也需要过硬的质量管理和监测。“东宇始终坚持严
把质量关，我们在现代化加工车间对海参集中进
行清理、蒸煮等初加工，使得海参体内的粘多糖、微
量元素、氨基酸等多种成分更有效、更完整地保留
下来。”东宇海珍品有限公司产品研发经理李铁
鹏告诉记者，初加工完成之后，再通过低温干燥、
蒸煮泡发等工序，加工成淡干、速发、即食等各种
海参产品，从加工到检验到流向百姓桌餐的整个
流程，每一只海参都实现了全程可追溯。

公司先后注册了“东宇”和“清海湾”两个品牌
商标，产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产品连续
多年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以及有机产品认证证
书。近年来，东宇也不断尝试着向海产品精、深加
工领域探索，延长产业链，提升海产品附加值。

“早期，由于对海参的认识不够，在加工过程中
将海参花和海参肠子丢弃，如今已经认识到两者具
有的高营养价值，研制出从海参花中提取不饱和脂
肪酸与白酒结合制成的海参酒，从海参肠子中提取
海参肽制成的海参酒。”李铁鹏说，针对海参衍生
品，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已经研发出海参花压
片、海参酒以及海参花系列化妆品。这些产品增强
了公司市场竞争力，提升了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产品销售供不应求，公司收入也增加了
50%，进一步带动了烟台蓝色经济发展。

走向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崛起

一枚小小海参，折射出“鲜美烟台”的本色，
也见证着烟台与海的休戚与共、共同成长。

经过十余年发展，东宇拥有优质海域10万多
亩，年产鲜参50多万斤，经济贝类200多万斤，囤
起了丰美的“蓝色粮仓”。“公司连续12年不间断
实施海洋牧场工程，每年往海底投石深海造礁四
五十万方，海底投石投入超过5亿元。”李效平说，
通过人工造礁，东宇建造了一个庞大“海底牧
场”。这些人工礁石有效改善了海底生态环境，海
域野生螃蟹、海螺和各种经济鱼类明显增多。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东宇还与当地渔民紧

密合作，以“大渔”带动“小渔”，助力广大渔民走上致
富路、乡村走上振兴路。“我们把部分海域承包给附
近村民，总共有二三十家，每家收入少则20万元左
右，多则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也有。”李效平说。

东宇与海的故事，见证着新时代“藏粮于海”
的生动实践。在离岸不远的广袤大海上，东宇还
搭建了多功能海上升降平台，这个平台集海域监
管、海水检测、旅游休闲垂钓、餐饮娱乐于一体，
每每到了夏季，平台都会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游
客。

东宇加强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将海洋工程
装备嫁接到渔业领域，通过高端大型装备的加
持，帮助海洋渔业走向高质量发展，在降低以往
养殖模式带来的海岸线生态环境压力的同时，也
带动了海洋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延伸、优化了海
洋产业价值链。

“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我们要起带头示范
作用，做好经略海洋这篇文
章，在现代化养殖、海洋科研、
海洋旅游等方面加速突破，为
烟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贡
献更大力量。”李效平说。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郭健 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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