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姜永康）继宋家庄
午台和院格庄加油站地块出让
后，21 日，莱山区编号为烟 J
〔2020〕L009号宗地公开挂牌出
让，起始总价38000万元，起始楼
面价2879元/平方米。该宗地位
于莱山区，东至金都路，西至规划
路，南至盛泉西路，北至用地边
界，为蒲昌旧村改造D2地块。

记者从莱山区住建局了解
到，蒲昌旧改项目分为 A、D1、
D2和 E四宗地块，按照安置协
议，本次出让的D2地块，竞得方
须 提 供 安 置 住 宅 建 筑 面 积
52429.4平方米和地下车位及小

棚一个（按照拆迁户数），其中
30000 平方米由莱山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按照 8406 元/平
方米的价格组织购买，22429.4
平方米由竞得方无偿提供，安置
住宅应位于 D2 地块的正南方
向，85-100 平方米的户型不少
于350套，100平方米以上的户
型不少于200套。

据了解，在今年公布的地铁1
号线的站点规划中设置有蒲昌站，
该地块还位于烟台市重点发展的
高铁新区延伸区内，潍烟高铁主体
工程已于10月正式动工，力争3
年时间建成通车，届时区域交通将
再升级。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曲彩云 通讯员 张雪林）记
者昨天从市城管局排水服务中
心套子湾污水处理厂获悉，污
水处理智能化系统改造项目已
经启动。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城市污水处理量逐渐增大，
对套子湾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管
理及生产工艺动态调控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大部分
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调控主要依
靠人工经验，达不到精确调控的
要求，不利于污水处理运行管理

和成本管控。
套子湾污水处理厂实施智

能化改造，是现阶段污水处理
厂进一步提高出水水质、节能
降耗，实现整体运行优化的有
益探索和实践，同时也是污水
处理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的趋
势，具有较好的行业示范作用
和应用推广价值。

据了解，智能化系统改造项
目近日已经完成项目招标，计划
建设周期为6个月。项目实施后，
预计吨水碳源投加量比2020年
度降低5%以上。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曲永业 王润泽
张晓媛)记者从开发区规划建设
局获悉，白银河景观二期改造设
计方案日前敲定。

白银河是开发区重点民生工
程之一，根据河流自身特性和带状
形态以及周边的用地性质，设计的
布局结构为“一带、三景段、八景
点”，一期改造已完成施工，二期改
造将于今年年底开始施工。

二期改造位于白银河景观设
计范围中部，南京大街至荣昌制药
段。记者从方案中看到，本次设计
以现代工业文化展示、生态环境建

设、游乐参与体验为功能导向，体
现文化休闲和景观空间特征，布置

“城市之窗、蓝湾知渔、蓼汀花溆、
银芦飞鹭”四个景点，提升群众参
与性、沉浸性体验。

本次景观设计突出亲水活动
空间、休憩游览岸线、人工构筑
岸线、生态景观岸线四个节点。
在植被上，以多种观赏草本植物
品种营造“芳草萋萋”的生态景
观，打造低维护型、自然野趣型
生态河岸。

该景观建成后，将为市民、
游客提供科普教育、现代工业文
化景观体验的滨水休闲空间。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李尚钧 摄影报道
一图获取所有信息、一屏实现全程监管、一键知悉城乡环境……一个会思考

的“最强大脑”让环卫工作开启“智慧时代”。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全市智慧
环卫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阔，城市更美丽，家园更宜居。

套子湾污水处理厂启动智能化系统改造

开发区白银河景观二期工程年底施工

莱山区蒲昌旧村D2地块出让

“观海路与银海路路口
附近道路有撒漏。”昨天上
午9点，市民通过数字化城
市管理平台反映。几分钟
后，环卫工人进行了清理。

对于智慧环卫的探索，
烟台起步很早。2002年，烟
台市投资4500万元建设的

生活垃圾转运站投入运行，
压缩运行过程首次采用自动
化控制、智能化管理，环卫工
人坐在中央控制室，轻点鼠
标操作设备，“智慧环卫”在
烟台市落地生根。

2007年以来，烟台市城
市管理局全力建设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成为全国数字化城
市管理新模式首批试点城市。
烟台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指导
县市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整合
市民投诉、数字城管万米网格
采集等，逐步形成纵到底、横到
边的社会化管理网络。

智慧管理向环卫作业延
伸。全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
较大规模保洁公司，累计投资
近5000万元建设了各自的

“智慧环卫”信息管理平台。
依托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
术,对环卫管理所涉及到的
人、车、物、事进行全过程实时
管理,开展大数据分析。道路
保洁、公厕保洁，生活垃圾转
运、处理等工作实现可视化、

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智慧管理引领再造流

程。2012年以来，烟台市建
成了110座乡镇生活垃圾转
运站，6646个村居全部纳入
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网络。
2016 年以来，全市建成了
300座小型生活垃圾收集压
缩站。

现代化垃圾处理监管体
系已经初步成形。2014年以

来，我市大力建设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截至2020年9
月底，总投资22亿元建成并
运行6座垃圾焚烧处理厂，全
市城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
达到74%。市区第三座垃圾
焚烧处理设施、莱州、海阳等3
个在建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
2020年底按计划建成后，全
市将有9个垃圾焚烧厂，设计
日处理能力6550吨。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和
新设备投入使用，智慧管理
在全市环卫行业呈现出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智能环卫清扫设备开
创了自动驾驶环卫新时代，成
为全市环卫行业发展的里程
碑。”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
一级调研员王克山说。下一

步，我市环卫将充分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建设生活垃圾分类全过程信
息管理系统，对市区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全程实现
数字化监管；引进高效先进的
考核系统，对道路深度保洁、
垃圾清运、公厕管理实时精细
化监管；利用智能化、自动化

环卫保洁设备，对接5A级景
区的标准，将62公里长的市
区滨海路打造成为国内最洁
净的海滨观光道路。

“我们将与相关科研院所、
专家学者、设备制造企业密切
合作，推动我市环卫行业由劳
动力密集型向技术驱动型、管
理智慧型转变。”王克山说。

烟台城乡环卫开启“智慧时代”
道路保洁、公厕保洁、生活垃圾处理全程智能可视

轻点鼠标 “智慧环卫”落地生根

更多尝试 智慧环卫保卫“蓝天白云”

覆盖城乡“最强大脑”引领环卫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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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幸福岛海参大型厂
家直销会开始的消息传出后，不
少市民打来电话咨询。本次活动
不仅价格低，并且还是 7-9年的
高品质海参，让市民买到货真价
实的好海参。

海参的品质和价钱没得说，
老百姓偏爱大高刺

连日来，打免费 400 电话
（400-8751-797）前来购买海参
的读者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首
要的就是海参的质量。

厂家的工作人员表示，本次

活动所销售的海参全部产自长岛
海域，是纯正高刺淡干海参，所含
的蛋白质、海参皂苷等营养成分
都是外省参无法比拟的，对提高
免疫力、恢复身体各项机能有很
好的效果。直销活动的海参品质
优异，可以向市民承诺：生产海参
的每一个环节都层层把关，保证
都是 7-9 年的高品质纯淡干海
参，在长岛有海参育苗基地，并且
有产地证明和海参检测报告，海
参还有防伪商标，绝对确保海参
质量。

常吃海参的张大爷这一次买

了2斤2680元的淡干海参，他说：
“我从 4年前开始吃海参，确实效
果不错，冬天不怕冷，也不爱感
冒。这不，这段时间病毒侵袭严
重，周围好多人都感冒了，我却好
好的，这钱就没白花。”

本次直销会，就是要让老百
姓都能吃得起好海参，所以价格
让利到最低，全部以市场价 3折
销售。淡干海参最低 1980元，最
贵的才 2680元，要知道这个品质
的海参在专卖店里要卖 5000元
左右，真是便宜到家了。

总之，直销活动的海参品种

琳琅满目，能满足老百姓的各种
需求。只要你来电话，就一定能
有收获。说的再好也不如亲自过
来比一比、尝一尝。

幸福岛有机海参让烟台市民
的五个放心：

第一个放心：每 1根海参都
有检测报告，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请市民放心。

第二个放心：每1根海参都来
自长岛，我们在长岛有海参育苗
基地，有产地证明，请市民放心。

第三个放心：幸福岛有机海
参，这个品牌，还有商标在工商所

有注册登记，并且有防伪，请市民
放心。

第四个放心：每1根海参拿到
家，顾客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一句
不满意，全额退款，请市民放心。

第五个放心：幸福岛有机刺
参跟烟台食品安全协会达成战略
合作伙伴，监督行业安全健康发
展，我们贡献自己海参人的小小
力量，请市民监督，请市民放心。

抢购热线：400- 8751- 797
（特别强调：直销会电话订购的前
10名顾客在买赠的基础上再送 1
斤正宗金钩海米）。

幸福岛海参开展买赠活动，买2斤送1斤
7年特品海参1980元1斤，买2斤送1斤，折合1320元/斤
9年特品海参2680元，买2斤送1斤，折合1780元/斤 活动时间：10月22日-11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