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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

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新 华 社 北 京 9 月 22 日 电 在 第 五 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
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
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北
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局
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南方局部
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粮、早稻增产，

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
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
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稳住农
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扎

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
生 活 更 幸 福、乡 村 更 美 丽 。 全 国 广 大 农
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
践 ，让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生 活 更 上 一 层
楼！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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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改革强军
的伟大实践
——党中央和习主席领导指挥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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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地点
八角湾新城

蹲点时间
2022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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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泛起波光
粼粼。属于八角湾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院的实验楼里，
师生专注的目光下，一项项瞄准“难题”的“课
题”
正在破题；
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的大厅内，又一场高
规格展会进入了最后的筹备阶段；
八角湾国际医院施工现场，塔吊林立，一座
家门口的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将为居民送上最贴
心的健康呵护……
一切都是那么繁忙有序，一切都是那么生
机勃勃。9 月 16 日，记者蹲点八角湾新城，太多
的感慨充盈在心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
乡到一座充满生机的未来之城，从一片“规划留
白”到一湾创新高地，十年里，14.2 平方公里的
烟台八角湾新城，激荡着城市生长的拔节跫音。

“留白”
的博弈
磁山为带，黄海为屏，台风“梅花”过后，八
角湾畔尽显
“潮平两岸阔”
。
三面环海，一面是山，八角河穿城而过，海
陆空路网纵横交错，与建成区比邻而居……八
角湾有着优越的自然禀赋，这片区域孕育着无
限可能。
越是宝贵，
越是谨慎。因此，
从开发区建区伊
始，
八角湾就作为
“规划留白”
，
默默等待着时机。
“我们对八角湾的定位从一开始就很高，
八角
湾不仅是开发区的中心，
也是未来烟台城市的副
中心。
”
八角湾新城推进服务中心副主任江荣说。
在这次“当下”与“长远”的博弈中，烟台保
持了足够的耐心。2018 年，开发区建区 34 周年
之际，在这座城市基于历史与现实、着眼未来与
发展的深度考量之中，八角湾迎来了属于自己
的时代机遇——八角湾开发建设初步思路确
定，同步启动规划编制、
“ 双招双引”、征地搬迁
和项目建设。
如椽巨笔挥动于山海间，八角湾新城版图
跃然眼前：
八角湾新城初始规划面积 14.2 平方公里，
主要规划中央商务区、科技创新区、会展文旅区
三大板块，瞄准“打造与制造业高度融合的国际
化人才集聚洼地、创新型产业孵化基地和赋能新
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基地”
，
先后聘请
英国阿特金斯、美国 Gensler、AECOM、正略咨
询以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思序

城市生长的拔节跫音
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郭传义 由大为

◆八角湾新城初始规划面积 14.2 平方公里，
主要规划中央商务区、
科技创新区、
会展文旅区三大板块，
瞄
准
“打造与制造业高度融合的国际化人才集聚洼地、
创新型产业孵化基地和赋能新旧动能转换、
高质量发展的
先导基地”
。
◆细细打量八角湾新城快速崛起之路，
一条核心逻辑不容忽视——新城切实转变了以往的城市发展方
式，
系统谋划规划，
重视空间建设，
产城融合发展。这样的理念主导下，
八角湾新城跳出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发
展思维定势，
运用平台思维、
生态思维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加速要素流动和科技成果转化，
让产教
研融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之举。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乡到一座充满生机的未来之城，
从一片
“规划留白”
到一湾创新高地，
十年里，
14.2 平方公里的烟台八角湾新城，
激荡着城市生长的拔节跫音。

设计院、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中元等国内
外一流设计团队，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顶层战
略咨询、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科教园区规划及单
体设计、楼体亮化、校园景观等 23 项规划编制。
今年以来，
按照市委、
市政府
“1+233”
工作体
系和中心城区
“12335”
建设思路以及把八角湾新
城打造成高端人才集聚区的最新要求，
接续规划
了 2.5 平方公里的新城拓展区，构建海岸创新活
力、海岸总部公园、渔港风情体验三大特色组团，
着力打造创新要素集聚、
品质生活服务、
滨海旅游
度假、
生态开发示范为一体的国际滨海畅享区。
对于一座新城而言，规划起笔，写下的便是
春秋。活力新城、美丽新港的蓝图，拉开了这片
湾区变化的序幕。

惊人的速度
在变，再变！
台风“梅花”过境后，站上八角湾新城推进
服务中心的楼顶俯瞰，依稀可见这座新城的蜕
变印记。
“我们眼前的就是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研
究院，这是落户新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烟台市

引进的首个‘双一流’名校研究院项目，2018 年
10 月破土动工，2020 年 9 月投用，刷新了疫情
当下的建设项目投用速度。”江荣见证着新城崛
起的历程，
说起每一个项目，
他都如数家珍。
新城已起势！这种感受，在走进一个个项
目现场后，
更加浓烈——
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院内，200 人的教
授专家团队、1700 余名硕士博士已经进驻；
山东
省农科院胶东创新中心、八角湾国际科创中心
年内投用；烟台大学科教园区项目快速推进，围
绕烟台黄渤海新区产业格局，布局化学化工、生
物食品、海洋科学、机械工程等学科群……高能
级科创平台已然成为烟台黄渤海新区乃至整个
烟台市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烟台先进材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验室
已开展 20 多项研发；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研
究院已与万华、睿创微纳等 80 多家企业开展
合作……创新的溢出效应已然显现，成为这座
城市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最生动注脚。
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建成投用，已经承办
多场大型会议。八角湾国际医院、八角湾体育
公园、东岛咀海岸公园三大民生工程开建……
民生与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让这座新城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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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愈加强大。
“目前，新城已建成烟台哈工程研究院、国
际会展中心、国际科创中心、省农科院等 5 个项
目，在建项目 17 个，总建筑面积达到 330 万平方
米，
新城开发进入全面建设新阶段。
”
江荣说。
八角湾新城之所以能实现快速突破，背后
是高效顺畅的推进机制。新城将所有在建项目
纳入“挂图作战”平台和“10+1”调度推进机制，
区级层面“一个周一调度、一个月一督导、两个
月一集中汇报、三个月一现场观摩”，明确责任、
卡实节点、快速推进。
昔日的小渔村，迸发出最强劲的脉动，这无
疑是城市生长最动听的跫音。

裂变的力量
有人说，这是一个企业与学校双向奔赴的
故事。
走进烟台天成机械生产车间，5MW 三排滚
柱式风力发电机用主轴承正在进行最后的交付
检验，
即将搭乘
“专车”
运送到客户总装厂。
“我们
目前已交付运转的 20000 支大直径轴承，
实现了
零故障运转。”天成机械设计总监于东东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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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轴承在风机上长时间运行所造成的轴承磨损
以及轴承润滑脂更新维护是个行业难题，
也一直
困扰着企业。得益于镀膜以及高性能润滑脂两
项技术支撑，
这一问题已经迎刃而解。
让天成机械受益的这两项技术，
正是由烟台
先进材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验室研发而成。
作为八角湾新城重点引进和打造的高端科
创平台，烟台先进材料与绿色制造山东省实验
室自成立之初就结合烟台黄渤海新区的产业布
局，主要面向先进结构材料、极端环境下功能材
料、高端化工、智能制造、模拟材料大通量计算
等 5 个方向展开研究。目前，实验室已经开展了
20 多项研发，正全方位推进基建、人才队伍建
设、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
细细打量八角湾新城快速崛起之路，一条
核心逻辑不容忽视——新城切实转变了以往的
城市发展方式，系统谋划规划，重视空间建设，
产城融合发展。这样的理念主导下，八角湾新
城跳出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发展思维定势，运用
平台思维、生态思维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
融合，加速要素流动和科技成果转化，让产教研
融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之举。
放眼新城，这样的双向奔赴，在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高校之间上演着。推动产研对接、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八角湾新城引进的高能级科创
平台正力求将企业的“难题 ”变为院所的“课
题”，将院所的“样品”转化为企业的“产品”。
看，
溢出效应已经显现——
烟台哈工程研究院与万华、睿创、泰和、中
集来福士、东方电子等 81 家企业开展合作，建设
国家级科创平台 3 个、省部级实验室 2 个、省级
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及校企联合实
验室等各类研发机构 15 个，获批校企联合项目
82 项，
“ 企校双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入选首
批自贸创新案例；
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先后为 58 家企业完
成人工智能提升方案设计，
其中万华蚯蚓盒子、
胜
地视觉分拣、
欣和智能质检等项目属于业界首创；
烟台大学开发区科教园区对接区内企业近
百家、开展深入合作 53 家、立项校企合作项目
37 项……
一个个项目，崛起的是高楼大厦；一项项成
果，
挺起的是创新的脊梁；
一座座磁场，
迸发出的
是裂变的力量……
“创新之区、人才之城、会展之滨、活力之湾”
的愿景就这样照进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