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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翠区：用精致做足小康成色 首善之区更具精致内涵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定位与追求。这种追求不断折射出城市的内涵与气质，更成为城市向上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环翠区坚持以“威海要向精致城市方向发展”为总目标总遵循，聚焦聚力城市环境品质、人文品质、生活

品质“三大提升”，深挖精致基因，丰富精致内涵，向着“精致城市·幸福威海”首善之区扎实迈进。

聚焦城市更精致

在精美设计上下功夫

精致，是建当下更是利长远。
秉持这一理念，环翠区以担当负
责的精神，在探索创新中趟出路
子——— 立足山、海、湾、滩、岛、泉
交相辉映的资源优势，以及所特
有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
化，积极开展城市设计试点，凝炼
城市特色，留下城市“记忆”，擦亮
城市“底色”。

曾经残破的“陶瓷厂”如今变
得文艺气息十足，成为不少影视
剧的拍摄地。陶瓷厂周边建筑集
中体现了威海近现代不同时期的
特色风貌。通过植入新兴业态、改
造建筑外立面等方式，老街焕发
出了新活力。

深秋的新威附路，似乎更添
了几分浪漫气息。一条笔直的道
路纵贯南北,路两旁的法桐树文艺
气息十足；咖啡馆、书吧等各式特
色店铺，将时代气息与历史元素
完美结合；一处处建筑小品、装饰
布景，彰显着整条街区的腔调与
风情……

近年来，环翠区将历史城区、
历史文化街区及城市中心地区、
交通枢纽地区等能够集中体现和
塑造城市文化的地区，划定为城
市设计的重点地块，塑造景观特
色，提升艺术品位。目前，栖霞街
等改造工程正在加快实施，生肖
街、新威附路、北山街等特色街区
重装亮相。

精致，让城市有个性有品位。
环翠区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
到市民的生产、生活、生态,每个环
节都渗透‘精致’理念。加快“精致
社区”建设,培育了40个左右独具
特色的示范引领社区；325处市
政、社区、农村三类游园让老百姓
出门不远就能找到休闲、建设的
场所；早夜市规范化管理全覆盖；
里口山近郊休闲样板片区人气集
聚；远遥浅海科技湾区加速崛起
等区域特色凸显……

聚焦环境更宜居

在精雕细琢上下功夫

草木青翠，鲜花争艳，在和煦
的阳光下，近水的鸢尾菖蒲随风

轻摆，在清澈的河水里留下婀娜
的身影。若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
望岛河游园能有如今这般模样。

在环翠楼街道长征社区童心
园，休息区、健身娱乐区、儿童休
闲区设置分明，大树下还安装了
休闲座椅，为居民休闲赏景、游玩
锻炼提供了便利。

为充分挖掘各区域游园建设
潜力，环翠区鼓励镇街对老旧小
区内的游园进行改造，多途径加
大社区游园建设力度，将城市建
设的边角空地设计利用，规划布
局，合理设置休闲、健身、儿童娱
乐等分区，对内部铺装、绿化、设
施进行更新，打造成市民未来运
动健身的理想空间，基本实现居
民“出门200米见园见绿”的目标

仅今年以来，环翠区对城区
10座公厕分两批次进行提档升级
改造，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优质的
如厕环境；新建改造口袋公园36
处，基本实现居民“出门200米见
园见绿”目标；续建区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推动公共文化场馆总分
馆制建设，新改建12处社区服务
中心，10处已完成；改造环海路、
环翠路等1 2条公路，已完工1 0
条……

聚焦动力更充沛

在精明增长上下功夫

在新北洋数码智能终端设备
产业园，通过“机器换人”，生产车
间的自动化水平超90%。新北洋数
码智能终端设备产业园规划总投
资15亿元，占地205亩，先后入选
山东省重点项目库和山东省新旧
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库，项目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设备/
装备生产基地。

与新北洋数码智能终端设备
产业园隔路相对的是宝威新材料
智能工厂项目，主要生产碳纤维
预浸布，产品世界领先，打破国外
垄断，这是今年3月环翠区集中开
工的项目之一，目前正在进行主
体建设，预计11月底投产，达产后
年可实现销售收入5亿元。在项目
落地审批过程中，环翠区通过容
缺审批、承诺补齐，采取“提前介
入、平行推进、转换发证”三个步
骤，从签订土地成交书到领取不
动产权证和施工许可证，仅用了

10个工作日，比国家规定的100天
压减了90%，刷新了威海市工业建
设项目审批速度新记录。

为项目建设提供最快、最优
的手续服务，环翠区新修订出台
11项扶持政策，预计今年需兑现
区级扶持资金1 . 26亿元，较2019
年度增长了29%。

为提高服务精准度，环翠区
对30余名窗口工作人员和16名帮
办导办员开展了12轮业务培训，
建立了政务服务“好差评”考评机
制，进一步优化了“企业开办一窗
通”功能，将企业设立登记、刻制
印章、申请发票、银行开户、社保
医保登记、公积金登记等流程全
部纳入“一窗通”，采取“一窗通
办、后台流转”的方式，实现了即
审即办。

华夏城，这两年又有“大动
作”：投资25 . 5亿元实施整体提
升，治理荒山和4处废弃矿坑共
414亩，植树6 . 5万株，依托3000多
亩的山地，打造了生态文明基地、
世外桃源等新的文旅板块，其争
创的“两山论”实践创新基地，成
为威海的一块“金招牌”。

据了解，今年以来，环翠区大
力开展“云招商”“云推介”，改“面
对面”交流为“屏对屏”沟通，主动
加强与客商的沟通联系，成功推
动20个内外资项目参加了省、市、
区视频签约，总投资达到160亿
元。目前，总投资57 . 5亿元的22个
冲击新目标企业项目，均顺利推
进。

聚焦人民更幸福

在精准服务上下功夫

环翠区以“小切口”解决“大
问题”，从社区这个最为微小的部
分入手，从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
的“小事”入手，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更加充盈。

“荤素搭配，口味不错，吃得
很舒心。”“菜式丰富，环境整洁，
服务热情。”“食堂开在家门口，太
方便了。”……在环翠区鲸园街道
长征社区食堂内，来就餐的老年
人齐声称赞。社区食堂为城市居
民提供了方便，老年餐桌则着重
提升农村老年群众“舌尖上的幸
福感”。

城市社区食堂和农村老年餐

桌建设作为环翠区为民实事之
一，近两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在各个社区和村居，成为许多居
民、尤其是老年人用餐的首选之
地，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暖心的
幸福“食”光。围绕解决老年人用
餐需求，环翠区今年新建16处社
区食堂和4处农村老年餐桌，受益
老年人达5300余人。

为有效破解早夜市与市民
通行、环境秩序间的矛盾冲突，
环翠区在实现所有13处早夜市
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将闲置资
源盘活和商业综合体开发相结
合，在全市率先推动戚东夼市场
搬入万福社区邻里市集，让群众
切实享受到马路市场“退路入
室”的好处。

在推行基本分类的基础上，
环翠区积极引导社区创新做法，
因地制宜打造亮点，引领分类工
作向深度广度推进。

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单位后，
花园社区设置了酵素房、厨余堆
肥桶，产生的环保酵素可以做洗
洁精、厕所清洁剂、空气清新剂
等，剩余的残渣做“墙上农场”的
肥料，并鼓励居民拿厨余垃圾来
免费兑换。

聚焦文化更惠民

在精彩共享上下功夫

精致城市要有经济发展的
‘身’，也要有文化积淀的‘心’。在
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精神文化应当成为精致城市
建设的突破口之一。

将文化内涵融入城市灵魂，
用红色精神提升城市品位，环翠
区自去年起，按照“主次分明，梯
次打造”的工作思路，分三个层次
有序推进，对威海市红色印迹抢
救保护利用名录中涉及我区的19
处红色印迹、新挖掘的17处红色
印迹进行抢救保护利用。

实地寻访环翠的这些“红色
印迹”，你会发现，每到一处都有
物可看、有史可讲、有故事可传，
每段不同的“红色记忆”都感人至
深。十八里担架道与里口山乡村
振兴市级样板片区的规划建设有
机结合，在原有“采摘体验”“乡村
民俗”等规划版图中，增加了“红
色印迹”内容，延长文旅产业链

条；威海卫第一个党小组的复原
与精致城市建设有机结合，借助
特色街区打造和精致社区创建，
将党性教育与街区建设、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提升等进行融合，使
更 多 的市民受到 红 色 文 化 洗
礼……

中国油画小镇·孙家疃坚定
原创油画学术方向，发展壮大写
生创作、展览展会、交易流通、教
育培训、艺术关联、文化旅游等
六大产业，初步形成以油画产业
为引擎，集“艺术贸易+艺术休
闲”于一体的产业链条。目前已
引进驻地画家40余名，画廊、艺
术机构、文化企业50余家;举办了

“逐梦·威海卫”全国风景、静物
油画作品展等一系列特色品牌
展览展会；每年组织各种写生创
作、学术互访交流活动；打造油
画特色学校、社会美育基地等，
开展各种公益体验及油画人才
培养系列普及推广活动，形成了
区域文化品牌。

每逢节假日，各种精彩的文
艺表演活动在石窝剧场接连上
演。徒步和越野比赛、草坪音乐
会、祈福放荷灯、赏民俗、星空帐
篷节、篝火晚会……不仅村民们
可以在家门口享受文化盛宴，也
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休闲娱乐。
任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村民采
石盖房遗留下的废弃采石场，岩
石裸露，生态破坏严重，成了村庄
的“环境伤疤”；而如今，这里歌声
悠扬，舞姿翩翩，咖啡馆内，香气
馥郁，灯影婆娑，剧场两侧，天蓝
水清，鲜花盛开……

同样是地理位置偏僻，交通
不便的环翠区五家疃村，村民们
守着绿水青山却找不到发展的
方向。2019年以来，根据环翠区
关于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片区的
工作部署，借势2019中国·环翠
山地自行车公开赛，环翠区将五
家疃、台下、西庄、北七夼以及温
泉镇东西七夼连片打造，建设以
休闲运动、亲子研学、康养旅游、
乡村体验为主题的生态示范样
板片区——— 环翠轻户外运动小
镇据了解，今年10月31日至11月
1日，2020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
赛(第一站)——— 山东·环翠站将
在环翠轻户外运动小镇激情开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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