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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排查摸底，14万处违建上台账

为推动违建治理工作纵深开
展，今年以来，根据市委、市政府部
署，市城管局组织各区市和市直部
门对违法建设进行了全面排查摸
底，建立违法建设治理台账，截至
目前，市区七区共排查上报违法建
设140269处，2588 . 56万平方米。为
确保违建数据准确性，市城管局聘
请第三方公司搭建违法建设治理
监控平台，组织专业公司对各区违
法建设一违一档系统录入和逐一
落图。同时，筹划成立全市违法建
设治理总指挥部办公室，下设五个
工作组，从市直有关部门抽调人员
集中办公。在此基础上，计划分三
个阶段，用下半年时间集中开展违
法建设治理攻坚行动，高质量、高
标准、高效率抓好全市违法建设治
理工作。

此次违法建设治理工作按照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属地负责、社会参与、控新治旧”的
原则，以市区(芝罘区、福山区、莱
山区、牟平区、蓬莱区、开发区、高

新区)为重点，利用半年左右时间，
打好一场违建治理攻坚战、歼灭
战。

此次违建治理工作的时间安
排也已经确定，各区、各部门、各单
位全面排查违法建设底数的基础
上，2021年9月底前，全面治理违法
建设，巩固违建治理成果。至2021
年12月底，完成总结验收，完善长
效机制。

全面出击，让违建无所遁形

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违建
治理工作的治理范围为各区全域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
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进行建设的，以及违反土地管理、
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水利、生态环
境、林业等法律法规建设的建筑
物、构筑物和设施。

治理重点为各区中心城区以
及山体、林地范围内的违法建设，
其他区域的违建治理也一体推进，
其中包括城区内加建、插建、接建
的违法建设以及私挖私建的地下
违法建设；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道

路、广场、公园、绿地、河湖水面、海
岸带、轨道交通、公交场站、供电设
施、燃气设施、供热设施、给排水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用地的违法建
设等。

此次违建治理工作采取市区
镇街三级联动，相关部门联合的方
式，让每一处违建无所遁形。

在全面拆除及深化治理阶段
中，烟台市明确违建治理时间表、
任务单和责任人。在程序上分为三
个阶段，其中自拆阶段，涉“公”单
位和个人违法建设在8月底前自行
拆除完毕。鼓励其他单位和个人开
展自行拆除工作；助拆阶段，对当
事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拆除确有
困难的，由所在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帮助拆除；强拆阶段，对拒不自
拆，又不提出助拆申请的，由各区
责成辖区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相
关部门做好风险评估，依法依规实
施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建设
当事人承担。

拆违复绿，让城市生机盎然

违建拆除后空闲土地也将合

理利用。烟台市将坚持拆改结合
的原则，对拆除后的空地将严格
实施清场控违管理，自然资源和
规划、城市园林等部门要超前谋
划，做到拆除一片、清理一片、美
化一片；对拆后闲置土地，通过建
绿透绿，防止违建反弹，改善群众
居住环境，提升市民群众生活品
质。

市级成立违法建设治理总指挥
部，统筹领导市区违建治理工作，总
指挥部办公室下设政策标准、宣传
报道、督导考核等具体工作组，实行
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负责做好违
建治理的组织实施和调度督导等工
作。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将严格监督
考核，强化执纪问责。

违法建设摸排治理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为及时制止和有效查
处全市违法建设，各区市已分别
开设或更新了违法建设公开举报
电话，市民群众可以积极反映身
边存在的违法建设问题，合力打
好违法建设治理攻坚战，共同为
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滨海城市环
境加油助力。

烟台向城市违建再“亮剑”
9月底前全面治理违法建设，年底完成总结验收

烟台高新区14条“硬核”措施
助力卫星产业发展

本报烟台7月8日讯(记者 李
雯娅 通讯员 刘阳) 7日，“扬
帆起航·逐梦九天”烟台卫星产业
峰会在烟台高新区成功举办。烟
台市政府副市长牟树青出席活
动并致辞，烟台高新区工委书
记、管委主任刘森，烟台市科技
局、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大数
据局、市航空航天产业招商办等
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航空航天
产业科研院所、头部企业、重点企
业、商协会组织代表、媒体代表等
参加活动。

牟树青在致辞中表示，烟台
市将航空航天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航天产业实现蓬勃发展，尤其
是东方航天港成功实现两次海上
火箭发射，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
海上发射空白，在神舟十二号载
人航天工程中，高新区企业航天
513所、东方蓝天钛金均承担了核
心部件的研制任务。烟台市将进
一步加大扶持和招商力度，全力

打造航天技术创新的新高地。
中国北斗西虹桥基地首席科

学家郁文贤在致辞中表示，卫星
产业园的建设将大大推动北斗产
业链在烟台的发展，“上海北斗导
航技术创新功能型平台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烟台)”将形成集资讯、
研发、产业化、投资于一体的导航
产业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和创新加
速体系，提升烟台在国家北斗战
略实施中的支撑力。

本次峰会发布了《烟台高新
区关于加快卫星研制及应用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从构建卫星产
业生态、拓展卫星应用场景、强化
公共平台建设、完善保障机制四
个方面出台14条“硬核”措施，将
为全力扶持保障卫星及应用产业
高速发展提供强有力政策保障。

会上，举行了“烟台卫星产业
园”“上海北斗导航技术创新功能
型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烟
台)”揭牌仪式及烟台市卫星应用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启动仪
式，总投资15亿元的9个产业项目
签约落地高新区，作为烟台高新
区紧抓产业链招商的新成果，将
为烟台航空航天产业集群注入
新动能。二十一世纪应用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股份
有限公司等6位行业领域专家
分别作了主题演讲。活动期间
还组织了航空航天产业领域专
家学者、企业代表走进烟台高新
区，现场考察了部分卫星产业重
点园区和企业。

航空航天产业作为烟台高新
区重点培育的特色主导产业，目
前集聚了航天513所、中集海洋工
程研究院、中国长城(山东)自主创
新基地、东方蓝天钛金科技、北航
科技园、北斗空间信息产业园、正
元地理信息产业园、二十一世纪
山东总部等一批航空航天研发机
构、骨干企业、创新载体和优质项
目，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菁
通讯员 马桂华

一场针对违建的
“歼灭战”在港城打
响。记者从烟台市城
管局获悉，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烟台市
再次启动全市违法建
设治理工作。9月底
前，全面治理违法建
设，巩固违建治理成
果，年底完成总结验
收，完善长效机制。

面对城市违建，
烟台断然“亮剑”。此
次全市违法建设治理
工作坚持“零容忍、全
清理”目标，让城市更
加宜居，更富魅力。

2021商用车·物流产业

融合发展论坛在济南举办

本报讯 7月8日，由法
兰 克 福 展 览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
有限公司主办，大众报业集
团联合主办，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商用车后市场联盟、运
联智库协办的“2021商用车·
物流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在
济南举办。

出席本次活动的主要有
济南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刚、
济南市商务局会展业发展办
公室主任姜文正、济南市商务
局会展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王远海以及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山东汽车流通协会会
长张鲁晋、中国工业节能与
清洁生产协会、商用车后市
场联盟、山东省汽车行业协
会、山东省汽车保修设备行业
协会、运联智库、中国重汽集
团国际有限公司等企业、单位
的代表。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就多
个问题进行了沟通。

大众报业集团社委委员、
齐鲁报系党总支书记、齐鲁晚
报总经理张天卫在致辞中表
示，齐鲁晚报与法兰克福(上
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此次论
坛活动，将为本地重点商用
车、物流及汽配企业，搭建更

为开放的交流平台，也将更好
地赋能汽车产业融合转型、助
推本地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全
球。

随后，法兰克福展览(上
海)有限公司展会经理郑琰、
运联研究院研究总监张琪、山
东广安车联蜗牛平台事业部
业务经理王金磊、山东万通汽
车学院创就业处负责人陈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总院全钢设计部副部长
李明、卡服邦商用车服务平台
运 营 总 监 太 洋 等 先 后 就

“AMS21展会整体介绍及商
用车领域亮点”“中国公路物
流大盘推演&运力趋势判断”

“绿色高效物流下的商用二手
车解决方案”“汽车行业人才
交流培养”“高效降本 助力
物流行业发展”“卡服邦商用
车服务平台”等多个议题进行
了交流讨论。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为
商用车配件的供销企业搭建
起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另一方
面，邀请商用车后市场巨头企
业，为山东当地大型经销商和
维修企业带来商用车营利项
目的产品展示与技术交流，助
力山东地区商用车经销渠道
与修理企业实现更好的赋能
增收。

7日，“扬帆起航·逐梦九天”烟台卫星产业峰会在烟台高新区成功举办。

行业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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