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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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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
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吉
伟）记者从市住建局获
悉，今年，我市计划投资
14亿元，改造 137个老旧
小区，建筑面积 842万平
方米，惠及居民 9.5 万
户。截至目前，全市 13个
区市、137 个项目已全部
完成可研立项、民意调研
和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
将陆续开展施工招投标
并进场施工。其中，芝罘
区作为市区老旧小区改
造“主战场”，各项准备工
作已全部就绪，提前进入
招投标阶段，改造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是我
市多年持续推进的重要
民生工程。据统计，烟台
2005 年以前建成的老旧
小区共 1536个，47万户，
建筑面积 3824万平方米，
这部分小区大多存在市
政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共
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不
健全、年代久远陈旧老化
等问题，居民改造意愿比
较强烈。2020年，市委市
政府决定在全市启动老
旧小区集中改造工作，主
要针对老旧小区的建筑、
环境、配套设施等进行基
础改造、完善和提升，具
体包括建筑物修缮、水电
气暖、管线规整、道路、绿

化、照明、拆违拆临，增设
停车场、文化休闲设施、
体育健身设施等，具备条
件的还可以申请加装电
梯。

有改造意向的小区
可以向所属街道申请，由
街道统计梳理报区市住
建部门，在编制下一年度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时，各
区市住建部门将会同属
地街道，根据小区的建成
年代、配套设施状况、居
民改造意愿等多种因素，
综合评价并确定改造计
划。总的安排是计划到
2024 年完成我市全部老
旧小区改造任务。

去年，是新一轮老旧
小区改造的开局之年，全
市共投资 16亿元，改造老
旧小区 203个、建筑面积
867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10万户，任务量居全省首
位、占比 1/5。今年，市住
建局将牵头继续推进改
造，让更多老旧小区“旧
貌换新颜”。按照计划，
今年改造工作总体时间
安排为：一季度完成民意
调研、可研立项、方案设
计与审核以及施工图纸
设计；二季度完成项目招
投标工作，项目开工率达
到 60%以上；三季度改造
项目全部进场施工；四季
度改造项目完工。

今年投资14亿元改造老旧小区
目前137个老旧小区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完成，芝罘区提前进入招投标阶段

记者获悉，2021年，芝
罘区共计划对19个老旧小
区进行整治改造，涉及居
民约 2.47万户，建筑面积
约185万平方米。改造内
容包括基础设施修复、配
套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优
化工程三大类。计划改造
的19个老旧小区主要涉及
奇山街道、毓璜顶街道、通
伸街道、凤凰台街道、幸福
街道。具体包括：奇山街
道（6个）：塔山小区东区、
塔山小区西区、四眼桥小
区东区、四眼桥小区西区、
金沟寨小区、迎东小区。
毓璜顶街道（3个）：环翠小
区、德新小区、翡翠路小
区。通伸街道（2个）：芝罘
屯、永恒小区。凤凰台街
道（1个）：铁路小区。幸福
街道（7个）：福成家园、东
福泰小区、新胜路小区、福
源路小区、万华生活区、西
福泰小区、幸国里小区。

莱山区2021年计划投
资2.5亿元对剩余33个小
区进行改造，涉及黄海、初
家、滨海、开发区管委4个街
道园区。届时全区54个改
造小区将全部完成老旧改
造。记者从莱山区住建局
获悉，今年改造将重点解决
影响居民居住条件和群众
反映迫切、改造意愿强烈的
问题，并在往年基础上，以
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继续做
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目
前，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批

复、民意调查、方案和施工
图编制、可研报告批复，并
已进场拆违拆临、管道清
淤、垃圾清运、绿化整修等
前期工作，计划4月份完成
招标工作并全面进场施
工。改造过程中，莱山区住
建部门将坚持共同缔造原
则，改造前问需于民，改造
中问计于民，改造后问效于
民，将小区居民“被改造”的
感受转变为“要改造”的意
愿。建立自下而上的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改造内容生
成机制，实行“一区一策”。

开发区今年共有15个
小区列入改造计划，分别为
鑫兴佳苑、天一苑、永兴花
园、念慈名人家园、通发商
城、黄山花苑、海滨花园、金
沙滩花园、鑫发小区（东区）、
天地景苑、星海花园、静海阳
光海岸、海澜花园、商检家属
楼、玉财公寓。主要对居住
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计划今年年底完工。

牟平区实施总投资
15.5 亿元的 29 项城建工
程，18个老旧小区列入改
造名单。

福山区将对符合条件
的老旧小区分批分期进行
改造。6月将先行启动技校
家属楼、一中家属楼等19个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包括路
面硬化、雨污水管网维修、配
套环卫设置、补种绿植等，为
6600余户群众创造舒适宜
居的美好生活环境。

今年哪些老旧小区列入改造计划？

全力塑造对外开放新优势，推动由经贸大市向经贸强市转变——

“十四五”期间确保外贸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

实现生态环境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到2025年建成城市发展新格局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实习生 邱敏

4月7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展望“十四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发布“十四五”全市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点任务和举措。

记者自发布会上获悉，到 2025
年，全市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系
统稳定性显著增强，资源利用效率
大幅提高，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基本建成生态环境宜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新格
局，为 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
好转”的远景目标奠定基础。

尽快编制
《烟台市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作为 2021年八大重点任
务之一，烟台市在碳达峰、碳中和方
面如何布局？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王德胜介绍，“十四五”是
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烟台将碳
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顶层设计上，推动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
期规划，加强各类规划间的衔接协
调，确保各区市、各领域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任务与发展方向、总体布局、
重大政策、重大工程等协调一致。

工作路径上，根据国家、省中长
期碳排放目标，尽快编制《烟台市碳

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明确二氧化碳
排放达峰目标和路线图，分解工作
任务，建立目标考核机制。

高质量完成国家入海排污口
整治试点任务

去年，烟台市被列为国家入海
排污口整治试点城市，目前烟台都
做了哪些初步工作？“十四五”期间
如何继续推进此项工作？对此，市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颖表示，“十四
五”开局之年，我市将扎实推进“三
五五”工程，坚持系统治理、分类施
策、精准整治，高质量完成国家入海
排污口整治试点任务，积极探索形
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排污口
整治模式方法，建立健全权责清晰、
监管到位、管理规范的长效机制，不
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同时，
我们将重点以“美丽海湾”保护与建
设为统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建立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市、县、乡三级网格化环境监管
体系，推进监管重心下移、力量下
沉，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全覆盖，
为建设“生态城市，美丽烟台”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到2025年，完成55%行政村
生活污水有效收集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工作之一，市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徐世刚介绍了烟台

“十四五”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
的工作情况。

2021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印
发了新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
要求》，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农村
生活污水要做到有效收集处理。今
年，我市计划至少新增治理 462个
行政村，这些新增村的污水治理将
主要采用纳管、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
收集起来集中拉运的方式。到2025
年，全市要累计完成55%行政村农村
生活污水的有效收集处理。下步，我
市将严格按照新的治理要求，因地制
宜，合理选择既符合我市农村地形地
质等条件，又顺应老百姓意愿的治理
方式，序时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逐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十四五”期间
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
“十四五”期间，我市在排污许

可管理工作有什么举措？王颖介
绍，“十四五”期间，我市要根据生态
环境部的安排部署，准确把握排污
许可制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实行排
污许可制，推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切实提高排污许可证的准确性
和时效性。利用大数据筛选并自动
更新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限值以及有
关管理要求，增强排污许可证的时
效性，同时，积极探索从“排污许可”
到“排放管理”转变，推进企事业单
位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
的统一采集、相互补充、交叉校核，
实现排污许可工作与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的协同推进。

新闻发布厅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烟台，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开

放，成就了烟台的昨天，左右着烟台
的今天，决定着烟台的明天。4月 7
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展望“十
四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发布

“十四五”期间烟台市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重点任务和举措。

“十四五”期间，烟台将着眼全
球、争创一流，高点定位、领先发展，
全力塑造对外开放新优势。确保实
际使用外资突破120亿美元，外贸进
出口突破 4000亿元，努力将烟台打
造成为面向日韩和东北亚、连接“一
带一路”、连通欧美的重要“桥头堡”，
为山东省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高起点谋划对外开放新格局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商务局局
长陈新姿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市
将突出国际视野、战略眼光，积极抢
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
投资协定等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国家
对外开放战略，推动烟台对外开放向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转变。

全面升级日韩合作。充分发挥
毗邻日韩的区位优势，创新与日韩
地方政府、重点企业间合作机制，围
绕通关、资金进出、人员往来便利化
等探索更多先行先试举措。推进中
日韩跨国技术链、产业链和服务链
优势互补，完善“中日韩跨国审批”

机制，加强中日韩海关AEO互认。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深化与

“一带一路”产业经贸、科技创新、能
源资源、现代金融、文化旅游合作，
打造东北亚现代物流枢纽中心。

全面对接RCEP。拓展与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
员国经贸往来，在货物贸易、原产地
规则、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经
济与技术合作等方面扩大开放。

巩固提升欧美合作。抢抓中欧投
资协定等机遇，实施“一国一策”行动
计划，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全面提升对欧美合作水平。

推动由经贸大市向经贸强市转变

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水
平打造经贸合作新优势。陈新姿介
绍，“十四五”期间，围绕推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积极适应国际投资、贸易
规则的新变化，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并重，大力优化外资外贸结构，
推动由经贸大市向经贸强市转变。

创新开展“双招双引”，推动利
用外资向更高质量提升。聚焦三类
500强企业，加强与全球先进技术、
高端产品、国际资本、顶尖人才、多
元市场对接，引进培育“链主”企业，
加快培育一批全球知名跨国企业、
行业领军企业。

做大做强对外贸易，推动“外贸
强市”向更高水平跨越。扩大跨境

电商、市场采购、保税维修规模，培
植技术、品牌、标准、质量、服务等外
贸竞争新优势，加快建设国家跨境
电商综试区。加快培育一批新型贸
易平台，集聚一批新型贸易主体，实
现“买全球卖全球”。

各类园区平台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通过建立健全市场化招商、公司
化运营、绩效化管理的体制机制，推动
各类园区平台在全国全省走在前列。

推动中韩烟台产业园加速发
展。搭建中韩两国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交汇集聚便捷通道、高端
交流合作平台，重点发展新一代信
息技术、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研发
制造、智能制造等六大产业。

重点推进中日产业园，加快建
设中日新一代信息技术园、日本中
小企业产业基地、中日科技园。以

“一园多区”模式规划建设中欧产业
园，塑造对欧合作特色优势，持续打
造中德新材料产业园。

烟台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质效双优、走在前列。“十四五”
期间，我市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
则，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设更高水
平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健全外
商投资促进、保护服务体系，促进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