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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童
佳怡 通讯员 王凯）1月14日，在
烟台黄渤海新区万行广场，一场年
味浓厚、热闹非凡的新春年货节暨
民俗吉市游园活动正式启动，熟悉
的“烟火气”再度升腾。

活动现场，丰富的商品促销与
趣味活动将节日氛围“拉满”，年味
儿十足。“现场气氛很好、很热闹，
非常有过年的氛围。”市民董芳说，

“刚好今天周末，看到很多商家都
有打折活动，力度还挺大，就想着
给家里置办点年货。”

为聚集人气，现场还设置了
“财神巡游送福礼”“大展宏兔圈圈
乐”以及“击鼓祈福迎好运”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万行广场企划
部经理李晶说：“本次年货节现场
设置多个展位，有年货区、民俗区、
游园区，让大家能够提前感受到浓
厚的年味。今年是兔年，我们现场

安排了瑞兔、财神给大家送福，营
造出欢乐的气氛，希望大家新的一
年好运连连。”

“本次活动主要围绕一个新
字，搭建‘年轻态’消费新场景，打
造青年友好型新消费，提振消费
信心、释放消费活力。”自贸区综
合协调和制度创新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3年，将紧紧围绕“青年
乐购乐享”，持续引进会展、文化、
音乐、体育等节会，举办酒吧嘉年
华、迷笛音乐节、草地星光音乐
节、烟台市咖啡生活节等活动，开
创“越夜越精彩”新区特色夜经济
品牌，强化品质消费、多元消费、
活力消费。

本次活动从1月14日开始持
续到1月16日，随后还将陆续推出

“新春送福 周周有奖”发票抽奖活
动、新春年货节以及喜乐元宵会等
系列主题活动。

开启消费季 升腾烟火气
烟台黄渤海新区开展新春年货节暨民俗吉市游园活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童
佳怡 通讯员 王凯 周书理）在烟
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烟台开
发区公共资源交易分中心通力合
作下，黄渤海新区文化综合体项
目-全域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区城市供热基础设施提升项目等
黄渤海新区上年度最后一轮共19
个、总投资额超10亿元的“专项
债”项目中的最后一个项目顺利完
成开评标，进入候选人公示阶段。

根据专项债资金使用要求，以
上项目须于上年底前完成招投标，
否则影响资金拨付。因获批晚，区
交易中心在2022年 12月初收到
这些项目的招投标场地申请时，场
地已被其他项目约满。项目建设
是新区发展“生命线”，面对如此众
多的重点项目，中心立即行动，克
服疫情当下人手严重不足等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项目招投标按
期推进。

“正常情况下，项目招标须经
监管部门审核备案再由交易中心
安排场地。但为节省时间，我们联
合相关监管部门对主要材料齐备、
部分材料欠缺的项目，采取容缺后
补方式受理，直接免去远程异地评
标情况备案等环节，大大减轻招标
人的材料准备压力。”区交易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如此，区交易中心还多方
沟通协调，保障场地供给。“我们逐
一协调其他项目更改交易时间，组
织代理人员在招投标平台系统内
有序变更。安排工作人员周末无
休连续开展招投标活动，同时协调
市中心远程同步技术支持，并将8
个项目移至市交易中心场地进
行。”区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远程异地评标，打破空间阻
隔。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工
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相关工
作的通知》(烟发改公管〔2022〕281
号)要求，对烟台西站综合交通枢
纽全过程咨询（含监理）、烟台开发
区城市供热基础设施提升项目-天
山路绿化补植工程施工等一系列
项目抽取非本地专家开展远程异
地评标，此举既避免了专家的往返
聚集，也消除了交易各方与评标专
家接触产生的隐患，确保招投标过
程公平公正。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项目的招
投标过程全部使用“云签”技术，让
评标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同时，为
保障交易公平，区交易中心借助烟
台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现全流
程电子化交易层层设卡，遏制围标
串标行为发生。交易系统随机生
成投标保证金缴纳虚拟银行账号，
确保投标人无法提前获知其他单
位投标情况。对所有投标人的加
密锁和MAC地址进行自动比对，
发现雷同自动报警。

“此次，借助烟台市交易平台
‘智联e办’APP，相关项目实现场
地预约、信息发布、数据统计、服务
预约掌上办。交易信息可通过手
机直接查询、调取并全程留痕，监
管部门可使用APP在线监管，招
投标各环节效率明显提升。”相关
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黄渤海新区进场公共
资源交易项目逐年攀升，去年全年
项目数量已近900个。受制于场地
面积，满负荷运行成为常态。为改
变现有局面，正抓紧筹建的新交易
大厅将于2023年建成启用，届时
场地承载能力可达到现在的3倍。

市区两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手助推

“专项债”重点项目加速推进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童
佳怡 通讯员 王凯）近日，烟台黄
渤海新区极点尖峰企业培育传来
双喜讯：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
布了2022年度创新型中小企业名
单，我区169户企业入围；烟台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了2022年度
烟台市瞪羚企业名单，我区38户
企业上榜，数量均居全市第一。

近年来，烟台黄渤海新区大力
支持极点尖峰企业发展，出台《关
于坚定不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制造业名城先锋示范区三
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配
套推出支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对新认定的国家
级、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产品），分别给予最高200万元、
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
市级瞪羚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
励50万元、10万元。对新认定的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
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对新认
定的省级、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分别
给予20万元、5万元奖励。对新认
定的省级独角兽企业，按其上一年
度区级地方经济贡献的30%给予
一次性奖励，最高为600万元。

建立高成长创新型中小企业
培育库，大力实施政策引导、梯度
培育、生态营造等措施，有力促进

了全区极点尖峰企业高质量发
展。制定实施《关于实行服务企业
专员制度工作方案》，建立服务企
业专员制度闭环工作机制，进行人
员抽调、政策汇编、专员培训等相
关工作，紧急启动企业服务专员首
轮走访活动，将政策的优惠带去，
将企业发展的问题带回，以真诚的
服务、务实的举措为企业发展保驾
护航。

截至目前，全区拥有国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6户，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6户，工
信部拟重点支持的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9户，省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示范企业19户，省独角
兽企业1户、准独角兽企业2户，省
级瞪羚企业48户，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134户，省级创新型中小
企业169户，市级瞪羚企业75户，
市级“专精特新”180户，各项指标
均居全市第一。

未来，烟台黄渤海新区将继续
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瞪
羚、独角兽、单项冠军企业等极点
尖峰企业培植力度，进一步完善

“塔基企业—极点企业—尖峰企
业”梯度培育体系，夯实服务企业
专员制度，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4户、省级创新型
中小企业169户、市级瞪羚企业75户——

极点尖峰企业培育再创佳绩

会展，被誉为“城市触摸世界的窗口”。会展业的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开放度、城市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网络春晚上，一首央视boys们的情景唱演秀《跟着我念字正腔圆》颇受大众喜爱，一经播出就刷爆了各

大网络平台。很多人惊奇地发现，此次网络春晚的录制地，居然在烟台黄渤海新区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甫一亮相便迅速成为名人、明星的集聚地。2022年，随着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的建成投用，新区的会展业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去年，新区先后举办了2022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大会、2022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央young之城——微醺烟台·分享之夜、

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山东分会场、2022雷神杯·ACL全国高校电竞精英赛北区决赛等会展活动约35场，签约项目数
量、质量、体量均位居全市第一。

以会为媒，以展为介，如今这张孕育已久的“会展牌”，成为落实“两年上规模、三年扩影响、五年塑品牌”目标，着力擦亮“会展之滨”
城市名片的“加速器”，更在自身发展不断完善的同时，源源不断地为烟台城市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22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大会。

2022雷神杯·ACL全国高校电竞精英赛北区决赛。

央young之城——微醺烟台·分享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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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钥匙
开启城市活力“大门”

“城市之窗”需要载体，而八角湾国际会展
中心的建成与投用，则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

2022年6月23日，烟台八角湾国际会展
中心首次亮相！这座集展览、会议、餐饮、休
闲、旅游为一体的地标性建筑，由美国著名设
计公司AECOM根据第五代会展综合体定位
设计，以“城岸云浪·海上银贝”为设计理念，采
用先进的环保建筑技术及智能系统，室内外展
览面积有9.8万平方米，有30多个会议室，8个
展厅，可以容纳3400个国际标准展位。

从2020年3月开工建设到2022年4月竣
工，短短两年时间，崛起一座宏伟建筑，这是城
市建设的实力，也是“新区速度”，如今这里已
成为烟台规模最大、环境最好、功能最先进的
新会展中心。

犹如一块强有力的“磁石”，越来越多的大
会、大赛、大展落地新区，“溢出效应”不断显
现，尤其是对新区“产业链经济”的拉动效应十
分显著。如2022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大会期
间，工业互联网+双碳园区启动建设，工业互联
网+安全生产实验室成立，山东工业互联网创
新研究院成立，烟台工业互联网产业学院成
立，“云行齐鲁 工赋山东”大型融媒访谈栏目
成立，一批工业互联网创新平台和项目就此起
航；2022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期间，总投
资额约394亿元的16个生物医药项目集中签
约，为烟台医养健康产业集聚壮大、创新发展
注入强劲新动能；中国·烟台第四届微纳传感

技术与智能制
造院士论坛暨
2022 中国大学
生机械工程创
新 创 意 大 赛 、
2022第四届“新
动能”产才交流
大会、2022年山
东省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
周、第三届太空
与海洋创新发
展高峰论坛等
10 余场高规格

科技创新产才交流会议在黄渤海新区相继召
开，一批又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纷至沓来。

一场场大型会展活动对完善产业链、促进
“双招双引”带来了强劲动力。

一种底气
“近悦远来”要素齐备

一年来，一次次大会、大展、大赛的成功举
办，不断提升着新区“会展之滨”的能级，也在
烟台获评最佳品牌会展城市中，起到了“关键
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和重磅会议
盯上了新区。

这样的变化正是新区会展业精准自我定
义的底气。

作为全市发展龙头的烟台黄渤海新区，经
历了从“开发时代”“自贸时代”到“新区时代”
的迭代跨越，诸多国家战略的叠加，让该区始
终处于“热度”中，再加上会展场馆基础设施先
进，营商环境不断改进，要素市场不断完善，吸
引着人们近悦远来。加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的优美风景和莱夷之地、牟子国都城文化的历
史底蕴，让来新区参会的嘉宾享受的是“风景
里的会奖，文化里的旅游”，新区的“风景牌”

“文化牌”，也对会展很有吸引力。
具体来说，无论是发展会展经济，还是打造

城市品牌，两者所需要的“元素”，新区皆具备：
交通便利。烟台黄渤海新区提速升级交

通建设，全域主干道路布局成网，烟台蓬莱国
际机场、潍烟高铁、烟台港西港区紧密衔接，城
市交通从平面全面迈向立体，一座国际性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呼之欲出，为打造“近者悦，远者
来”的魅力之城提供“交通动能”。

设施完善。一年来，黄渤海新区大力推进
星级酒店集群化、品牌化发展。在国际知名酒
店品牌引进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提供合适
地段，目前已引进喜来登、希尔顿、万豪、乐天、
威斯汀、英迪格、凯悦等国际品牌酒店入驻，形
成一道星级酒店靓丽风景线。加速推进威斯
汀酒店群项目建设，预计2年内全部建成投用，
届时“五星级酒店群”集群效应将放大凸显。

产业加码。立足雄厚产业基础，积极对接
全省“十强”产业、全市“9+N”产业，先后启动
涵盖生物医药、新光电、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0个新一代
制造业特色产业园建设，集中做强五大主导产
业和16条重点培育产业链。

政策给力。密集出台《关于加快文化和旅
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全区会展业创
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加速推进服务业提质增
效的若干措施》等针对性文件，对论坛、展览、
创新创业类赛事、专业会展机构等多个方面给
予政策支持。

可以说，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
展的新格局下，一系列国际性、

国家性会展活动相继在新区举办，让世界各地
的人们更全面、立体地感知、了解新区的城市
发展的脉动。

一份追求
抢跑新兴产业“赛道”

活力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新区
的年轻、开放、包容，使其会展内容也趋向于年
轻态。

近年来，电竞产业迅速成型成态，向全产
业链发展，其“地位”更是已成为体育产业链中
重要一环，各大赛事层出不穷。

去年 12 月 24 日—25 日，2022 雷神杯·
ACL全国高校电竞精英赛北区决赛在八角湾
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该赛事成功落地，将
有力推动新区电竞产业、元宇宙产业以及8K+
5G技术的发展。

紧抓风口，抢跑新赛道。黄渤海新区释放
出支持发展的积极信号——支持引进一批国
际顶级电竞赛事。支持自主培育有本地特色
的电竞IP；鼓励电竞运营俱乐部、行业协会等
组织利用公共广场、商业街区，广泛举办区域
性电竞赛事活动；鼓励区内高校、高职、中职设
立电竞相关专业，培养技术技能创新型人才；
支持“电竞+文旅”“电竞+会展”融合发展，积极
举办电竞周、电音节、动漫秀等活动，并给予相
关政策资金支持。

诚然，无论是新兴业态还是传统行业，以
会为媒，招徕项目签约，携手企业发展，最终的
目的都是为区域的产业生态“增色”。

眼下的黄渤海新区有着化工新材料、葡萄
酒、新能源等产业发展的优质沃土——

万华工业园、荣昌生物医药园、中节能万
润产业园等一批产业园建成投用，汽车制造及
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形
成，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6个百
亿级产业集群，现代汽车、鸿海、LG、通用、SK
等上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密集落户，集聚高新
技术企业达540家。

抢先突破“三绿”产业，引进总投资15亿元
的冰轮西交氢能装备、13亿元的国电投绿碳纳
米技术、10亿元的新型航天环保设备等项目
13个，低碳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快速放大。

规划面积16平方公里的烟台国际葡萄酒
城，也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定位为以万亩山海
酒境打造亚洲顶级葡萄酒卓越门户区，建成后
将有效串联整合全市葡萄酒产业资源，带动文
旅小镇集聚区建设，打造亚洲葡萄酒卓越门户
区和烟台产城高度融合示范区。

……
前路漫漫，机遇无限。烟台黄渤海新区自

贸局会展业发展处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充分发
挥会展经济持续拉动作用，实施“1+1+N”战
略，构建“一核引领、一带集聚、多点支撑”的会
展业发展空间布局，释放新动能、开辟新的经
济增长点，精准把握会展经济新格局、新定位。

YMG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
通讯员 郭传义 姜乾 王凯 侯嘉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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