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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新闻B04

本报烟台11月12日讯(记
者 秦雪丽) 提到烟台，你
能想到什么？提到什么，你能
想 到 烟 台 ？寻 找“ 烟 台 范
儿”——— 烟台文化符号征集
和评选活动自推出以来，受
到烟台市民及全国各地游
客、网友的热切关注，目前通
过各种渠道，已有15万人围
观，近万人参与其中，各抒己
见，晒出心中的烟台文化符
号。

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性
格，每一座城市也有着自己
独特的符号。城市文化符号，
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
特殊意义的烟台城市标识，
也就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本
活动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
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
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
融媒中心承办，征集时间为
2020年11月5日—11月15日。

从参与人群来看，有高
校老师，有在校学生，有景区
人员，有外地游客，有市场商
贩，有企事业单位职员，也有
文学摄影爱好者，有地道老
烟台人，也有刚来烟台打拼
的“新烟台人”。

“文明城市六连冠，我感
觉是烟台响当当的文化符
号。”说到烟台范儿，在毓璜
顶街道工作的邹宜辰首先想
到了这张城市名片，作为土
生土长的烟台人，烟台市继
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成为全国唯一的“六连

冠”地级市，邹宜辰心中也是
满满的幸福感和荣誉感。

“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邹宜辰说，因为家在烟台，在
外地求学后，她还是选择回
到家乡工作，烟台有很多城
市名片，比如水果之乡、鲁菜
之乡，这样都是很好的烟台
文化符号，体现了烟台的城
市气质。

说到烟台文化符号，做
市场营销的市民黄先生如数
家珍，对于平时爱喝两口的
他，最喜欢的就是烟台的葡
萄酒。烟台地理位置优越，处
于北纬37度，有着蜿蜒美丽
的海岸线，葡萄酒在全世界
都很有名。“烟台有很多地标
建筑，比如文化中心，五彩都
会广场、市民休闲广场、养马
岛大桥等，还有很多名人，比
如戚继光、宋琬、杨子荣等。”
黄先生说，在推荐文化符号
的同时，自己作为烟台人的
荣誉感油然而生。

对于烟台这座城市，从
事教育行业的贺俊艳是饱含
深情的，她说她来烟台已经
有20年时间，尽管自己不是
烟台人，但自己的孩子是烟
台人，烟台作为她的第二故
乡，这种感情已经深入到血
液中。

作为烟台的“魂”，所城里
文化一直受到贺俊艳推崇，在
这里能看到烟台的根，烟台城
市的起源，烟台的民俗文化。

“烟台还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有丰厚的海岸线，有葡
萄酒城，有宜居之都称号，这
也是我当年选择来烟台的原
因。”贺俊艳说，烟台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有东渡第一人徐
福，有算盘发明人徐岳，近年
来经济发展快速，有张裕、北
极星、三环，还有涉海工企业
中集来福士。

烟台作为一座滨海城
市，风光迷人，物产丰盈，历
史文化底蕴浓厚，在数千年
的文化积淀中，形成了自己
独具风情的“范儿”，对每个
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来
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
的“烟台范儿”，它是一种城
市style，是城市的精气神儿，
也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寻找
烟台范儿”——— 烟台城市文
化符号征集和评选活动，面
向全民征集，旨在通过全民
参与的方式，通过市民百姓
和广大游客的多元视角，选
出最具烟台味道的文化符
号，最能体现烟台特色的“代
言人”。

文明城市“六连冠”，城市名片真不少
烟台文化符号征集和评选活动推出后，已有15万人围观，近万人参与

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开工
工程总投资约9 . 8亿元，设计处理能力12万吨/日

本报烟台11月12日讯 (记者
张菁 通讯员 刘恒 ) 1 1

月1 0日上午，烟台市套子湾污
水处理厂三期新建PPP项目签
约仪式在东山宾馆隆重举行。
随后在该项目建设场地举行了
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厂三期
工程开工仪式。烟台市城管局
局长刘学祥主持仪式，烟台市
政府有关领导、市直部门有关
领导、北京首创集团公司负责
人 及 中 建 三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北京)负责人共同参加了本次
仪式。

近年来，烟台市高度重视
和谐宜居生态城市建设，不断
加大市政设施投入和治污减排

力度，逐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布局，着力改善城市人居生活
质量、增强城市发展的载体功
能和支撑保障能力。据了解，目
前烟台全市已建成运行城市污
水处理厂有1 9座，污水处理能
力达到116吨/日，市区污水集
中处理率98%。同时，组织编制
了城市排水专项规划，出台了
污水处理运行监管办法，确保
污水处理达标排放，推动污水
处理工作逐步走上科学化、规
范化管理轨道。

其中，套子湾污水处理厂为
烟台市重要的城建基础设施，主
要服务区域为烟台市的芝罘区、
福山区和开发区的东部。现有处

理能力35万吨/日，分两期建设，
累计投资约15亿元。套子湾污水
处理厂厂长曹文心说：“目前我厂
实际处理水量接近满负荷，现有
处理能力已不能满足服务区域内
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由于套子湾
污水处理厂每天肩负着8万吨再
生水的生产任务，而且到2022年
要达到12万吨，套子湾污水处理
厂三期工程事关企业的生产用
水，因此急需开工建设三期工
程。”

据了解，套子湾污水处理厂
三期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现
有厂区西南侧，设计处理能力12
万吨/日，建设半地下式污水处
理设施，采用AAO+高效沉淀+

转盘过滤工艺，出水水质达到国
家规定的一级A排放标准，后全
部用于再生水生产，生产约9万
吨/日再生水供万华工业园和发
电厂等用户使用。工程总投资约
9 . 8亿元，其中污水处理部分投
资 8 . 2亿元，再生水处理部分
1 . 6亿元。其中，污水处理部分采
用PPP模式建设，再生水处理部
分由烟台市再生水公司投资建
设。

烟台市套子湾污水处理厂
三期新建PPP项目，是烟台第
一个市级市场化水务项目，是
烟台市政府确定的2020年市级
三重项目，同时也是烟台市实
现“双招双引”“深化对日韩合

作”目标任务的重点储备项目。
根据市政府批复的项目实施方
案，由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
心代表政府方和中选的社会资
本方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
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
营管理。

套子湾三期项目采用的半
地下式设计方案，设计标准高，
建设质量优，设备档次高，污水
处理设施设备位于地下，地上空
间可用作绿化、增值城市公共服
务，真正实现运行更高效、环境
更友好的未来城市发展目标，建
成后将极大地缓解污水处理压
力，为烟台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保障。

哪些范畴属于烟台文化符号？征集内容可谓广泛，可以是自然景观
类，也可以是地标建筑；可以是名胜古迹，也可以是人文故事；可以是历史
名人，也可以是优质农产品；可以是特色美食，也可以是标志街区；可以是
非遗产品，也可以是传统老字号……只要能高度概括烟台城市气质，凸显
烟台城市特色，辨识度高，认知广泛，内涵丰富即可，当然，还要便于理解、
识别、记忆和传播。

为了方便市民推荐心中的烟台文化符号，活动组专门推出多种渠道。

晒晒晒晒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范范儿儿
五五种种方方式式可可推推荐荐参参与与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活动不限年龄、性别、职业、地区，只要亮出文化
经典符号即可，参与者在推荐“烟台范儿”文化符号的同时，需要附带一句
话推荐理由，一人重复提报的多条内容，选取最佳的内容入围。

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本次活动分为社会征集、初评、公众投
票、专家评审等五个阶段，并成立评审委员会。征集阶段为11月5日-11月
15日，初评阶段为11月16日-11月20日，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阶段为11月21
日-11月27日，综合评审阶段为11月28日-11月30日。

经过前期征集，组委会将对广大市民游客推荐的文化符号进行梳理
整合，选出入围文化符号，进入大众网络评审和专家评审环节，最终选出
烟台人心中的10大地标建筑、10大特色美食等一批“烟台范儿”。

晒晒这座城市的范儿，把烟台最靓丽、最耀眼的文化特质展现在世人
面前。展现这座城市的美，邀您共同分享最能代表烟台品格的文化符号。

蛤方式一：微信搜索“壹点活动助手”小程序，进入“烟台文化符号征集评
选活动”页面，填写提交。

蛤方式二：微信搜索“烟台文旅云”小程序，进入“烟台文化符号征集”专栏。

蛤方式三：登录新浪微博，@“烟台文旅”“今日烟台”官方微博，进入寻找
“烟台范儿”话题讨论。

蛤方式四：关注“烟台文旅”微信公众号，发送“烟台文化符号”，点击进入
“烟台文化符号征集评选活动”，或者关注“今日烟台”微信公众号，私信小
编，讲述自己眼中的烟台文化符号。

蛤方式五：填写自己心目中的文化符号，以word形式，发送邮箱至
yt6243835@126 .com。

扫码观看市民心中的“烟台范儿”

海阳市荣获“山东省食品安全县”称号
本报烟台11月12日讯(记

者 李顺高 通讯员 吴晓
雪) 记者从海阳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近日，山东省食品药
品安全委员会发布《山东省
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命
名第三批山东省食品安全
市、山东省食品安全县(市、
区)的通知》，烟台海阳市名列
其中，获得“山东省食品安全
县”称号。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千家
万户。自创建省级食品安全
先进县以来，海阳市认真贯

彻落实“四个最严”总要求，
将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
工作作为提升海阳市食品安
全整体水平的重要抓手，坚
持党政同责、源头严防、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社会共治，
加强食品安全全程监管，不
断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持续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食品安全水平不断提升，
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
度明显提高。

山东省食品安全先进县
的创建成功，为海阳市增添
了新的名片和金字招牌，必

将推进海阳食品以及相关产
业加快发展、提档升级，为海
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
挥积极作用。

下一步，海阳市市场监
管局将进一步深化巩固食品
安全先进县创建成果，保持
工作干劲，坚持问题导向，不
断开拓创新，扩大创建成果，
让“食安海阳”建设、创建食
品安全先进县成果，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更多
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全力
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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