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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通 告
因 2022年声屏障安装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年 8月 8日

至2022年10月8日占用跨海大桥高架桥海尔工业园段、跨海

大桥高架桥67中段部分车行道，施工时间为晚22时至次日5

时前恢复交通。自 2022年 8月 8日至 2023年 8月 8日占用松

岭路(张村站至北九水站)部分车行道，施工时间为晚12点30

分至3点30分前恢复交通，行经车辆请减速慢行。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2022年8月1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中韩街道办事处

通 告
因跨海大桥二期工程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7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0 日封闭科苑纬一路(高云路至青银高速东)段

部分车行道及人行道。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

志的指示，安全出行。

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

机械及物料不得在施工区域以外堆放，途经人员请谨慎安全

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7月18日

关于S218三城线维修改造
封闭施工的通告

各位市民、驾驶员朋友：
自 8月 3日起至 10月 31日，S218三城线平度莱州界至平

度公路市政界(K50+869-K73+196)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通行。请广大市民、驾驶员朋友提前
规划好绕行路线。封闭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平度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平度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7月29日

声 明
遗失青岛嘉恒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

编号：地字第37JG2011-6-043（№：0034516）；用地项目名称：建厂；用
地位置：杜村镇朱诸路南，工业园路东侧；用地性质：工业用地；用地面
积：计：壹拾万零捌仟壹佰叁拾玖平方米，声明作废。

青岛嘉恒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日

通 告
因 2022年声屏障安装工程需要，青岛市崂山区交通运输

局在青银高速公路桩号K1+025-K1+225、K2+135-K2+295
段安装声屏障，自 2022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施工
时间为早晨 9点至下午 16点，施工期间占用部分车道，途经施
工段的车道需按照现场设置的交通警示标志的指示，减速慢
行。施工路段现场设置安全员，施工车辆及人员注意行车安
全，规范施工，特此公告。

青岛市崂山区交通运输局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青平高速公路大队

2022年8月4日

2022 年，高铁新城建设纳入莱西
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
动。高铁新城建设指挥部全力以赴、
攻坚克难，截至目前，共收回土地2115
亩。

压实责任，理顺机制，提升征
迁工作力度

组建高铁新城土地征迁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九个片区工作组，将土地征
迁任务分解落地、细分到人；设立要素
保障组，解决土地征迁工作中相关法
律政策问题；采取“日调度”工作法，及

时掌握动态和进度，加大统筹调度力
度。同时，第一时间解决各片区工作
人员提出的难点和问题。

下沉一线，刚柔并济，提升征
迁工作温度

指挥部对片区工作密集调度，多
措并举攻破难题，促其签约；聘请专业
技术人员为各片区工作人员进行政策
知识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依法征收
意识，规范房屋征收工作程序；对无理
取闹、煽动闹事的现象依法进行严厉
打击，同时启动依法强制征迁程序，体

现出土地征迁工作的前后一致性以及
对社会公平的维护。

多方联动，密切协同，提升征
迁工作精度

高铁新城建设指挥部设立城市更
新法庭，零距离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
设项目提供“一站式”司法服务。指挥
部一线征迁干部利用苦干、巧干、善干
工作法，顺利收回果品公司、中邦科
技、东方化工、新建材市场启动区等四
个片区的全部土地以及武汉路片区
89%的土地。 张 梦

高铁新城建设指挥部：

聚力巧解“千千结” 和谐征迁得民心

通 告
因青岛市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华城路站绿化迁移施工

需要，自2022年8月4日至2022年9月30日期间，需占用正阳

中路（华城路至爱民河段）部分机动车道及人行道进行施工，

施工期间施工现场进行围挡维护。

为确保行人和行车安全，施工期间，请途经车辆遵守现场

安全员指挥并减速慢行，有条件的请提前绕行。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

青岛市城阳区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局

2022年8月4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遗失声明

遗失编号为“青崂建施字 11030”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正、副本。

孙宏民
2022年8月4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汉河社区改造项
目C2地块规划方案变更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
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崂山区九水东路以
东、南九水河以西、汉河五路以北、汉河七路以南汉河社区改造项
目C2地块规划方案变更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
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汉峰建设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汉河社区改造项目C2地块
3、建设地点：崂山区九水东路以东、南九水河以西、汉河五路

以北、汉河七路以南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变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 78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 8月 6日——2022年 8月 12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 8月 8日——2022年 8月 10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

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8890739

终止办学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青岛莱西市瑞才学能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证号:
教民 137028570041209）的办学许可证拟注销，并成立清算组对债权债务进
行清理。请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及时与本单位的债权债务清算组联系，
申请处理债权债务，逾期不报者，视为放弃权利。联系人：李杰，联系电话：
13963929990。

青岛莱西市瑞才学能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4日

青岛新型显示产业园：
力争2024年末产值突破500亿元

（上接第一版）项目主体封顶比原计划提前了63天，后续建设也
因此提速，按照计划将于今年11月实现首片产品点亮。

其他项目的建设进度同样你追我赶。位于京东方南侧的中
南高科青岛光电产业园项目正进行主体施工，2栋厂房已经封
顶。该项目定位为京东方项目上下游产业配套园区，主要引进
光电、泛半导体、集成电路、新材料、电子通信、智能装备领域优
质企业。4月开工的福建万达光电智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30
亿元，是京东方的关键配套项目，目前正在加紧主体施工，一期
规划建设 5条背光源生产线、6条 SMT贴片生产线，以及模切、
冲压件、塑胶件生产线等。

强化产业链培育，做好建链、聚链、延链、强链文章，青岛新
型显示产业园的集聚作用正在快速显现。6 月 23 日的 2022 青
岛国际显示大会暨第四届全球显示行业趋势发布会上，青岛
西海岸新区举行显示产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总投资 206 亿
元的 11 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其中 9 个项目意向入驻新型显
示产业园。

7 月 31 日 17 时，京东方 110KV 配套变电站项目成功送电，
232 天的建设速度刷新同类项目建设纪录。作为京东方项目

的主要配套工程，变电站将全力保障京东方项目设备调试及生
产需求。总长度 6.5 公里的环台东路等 6 条道路正在加速推
进，也将配合京东方等项目进度同步竣工投用。“我们将做好重
点企业服务、配套项目招引、资源要素饱和支撑等工作，围绕服
务京东方及产业链配套项目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商
业商务配套建设，全力推进千亩新型显示产业园建设。”青岛开
发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杨文表示，“力争到 2024年末，新型
显示产业产值突破 500亿元，持续推动青岛新型显示产业加速
崛起。”

坚定抓产业龙头项目
（上接第一版）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的一个表征。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青岛制造面临“缺芯少面”，山东显示面板领域缺少优质
项目支撑，迫切需要突破。青岛京东方项目的落地打破了这个
局面，并聚集带动了上下游多个项目，充分显示了龙头项目“一
子落、满盘活”的关键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对京
东方格外关注，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京东方项目是青岛大项目引进建设的一个缩影。抓牢产
业龙头项目，支持“链主”企业发挥头雁引领和生态主导优势，
引领优势资源集聚，青岛将构建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
产业体系。

青岛医保“减负套餐”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上接第一版）检测价格曾一度达到每人份160元。核酸检测的
“身价”不菲，再加上需要全家做、多次做，累积下来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

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医
保局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结合国家、省部署要求，把握
时、效、度，动态调整价格政策。自 2020 年 4 月至今年 6 月，
市医保局已经七次调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其中，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单人单检价格（含检测试剂）由原来的最
高 160 元/次降至最高 15 元/次，混检价格（含检测试剂）由最
高 30 元/人次降至最高 3 元/人次。根据《关于转发省委领导
小组（指挥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类场所和聚集性活动核酸
检测证明查验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自今年 5 月 4 日起，核
酸检测对所有人员免费，所需费用由财政资金和医保基金共
同负担。

价格下调的背后，是市医保局“算”的一本民生账本、社会效
益账本。核酸检测价格下调，减的是个人经济负担，增的是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也有效降低了社会成本。与此同时，价格杠杆对
于人们意愿的影响是明显的，将核酸检测费用保持在低水平，可
以提升群众“愿检尽检”的积极性，对保障防疫大局、巩固防疫成

果，大有裨益。

降费率却不影响参保人提高待遇，市医保局打好
“组合拳”

既要降低费率，为企业降下“及时雨”，又要确保参保人待遇
“不缩水”，这看起来似乎是一项难题，但市医保局做到了。不仅
如此，青岛参保人的待遇还有了提升，这背后是因为医保部门打
好了一套扩面增收、减支提效的“组合拳”。

在扩面增收方面，市医保局不断推进参保人扩容。2019年
末我市职工医保参保人 388.7 万人，到 2021 年末已达 422.5 万
人，参保人两年增加了33.8万人，这是我市职工医保基金保持良
好运转的基本前提，也是我市经济良性运行的一个晴雨表。

在减支提效方面，市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推出住院DRG支付改革，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提高基金
使用绩效；推进落实药品耗材带量采购，解决价格虚高问题，仅
去年就节省费用10亿元。

在杜绝基金浪费方面，市医保局强势打击欺诈骗保。2020、
2021两年扣拨追回医保基金3.23亿元。这套“组合拳”，使我市
医保降费、提待成为可能。

时代出题，改革答题。市医保局将持续释放政策“暖意”，助
力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良性互动、彼此促进，为不断巩固壮大
实体经济根基贡献医保力量。

新华社南京8月3日电（樊 斌 李秉宣）8月3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
勤保障部队等兵力，位台岛北部、西南、东南海空域全天候实施
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进行了联合封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
空作战等演练，检验了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出动海空兵力位台岛周边海空域展开联合军

事行动。在预警机引导下，海军数艘驱护舰位台湾海峡、台岛北
部、台岛西南和台岛以东海域展开实战化警巡。海军航空兵多
架次战机抵近台湾海峡、台岛北部空域实施空中警戒巡逻。全
天，多个岸海火力单元在战区统一指挥下，对台岛周边重点舰船
目标实施了多波次模拟打击。

东部战区空军出动轰炸机、歼击机等多型多架战机，赴台湾

海峡多个空域参加实战化演训任务。多架预警机对台岛周边及
任务空域，进行联合侦察预警。在多源情报信息支撑下，各型战
机按照作战编组，体系出击、协同作战，对台岛周边目标进行全
天候、多方向、高强度抵近慑压和联合海空突击。

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也组织了相关实战化
训练。

东部战区全天候位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进行了联合封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演练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就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一事回答
了记者提问。

“哗众取宠的是佩洛西个人，受害的是
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

针对8月2日晚佩洛西发表声明称美众议员代表团此次访
台彰显美对台民主的坚定支持，华春莹说，佩洛西窜访台湾问题
的实质绝不是什么民主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问题。佩洛西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对什么民主的捍卫和维护，而
是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挑衅和侵犯。

华春莹表示，正如很多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佩洛西危险挑衅
行为纯粹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在这场丑陋的闹剧当中，
民主不过是美方惯用的廉价工具和幌子，哗众取宠的是佩洛西
个人，但遭殃受害的是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从‘国会山冲击事件’、从弗洛伊德之死、从罗布小学
枪击案和死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100多万美国民众身上，看到了
佩洛西口中民主的虚伪和冷酷。从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所作
所为和喀布尔大撤退中看到这种民主的所谓承诺和‘强大’。”华
春莹说，作为美国政府三号人物，面对自己国内积重难返的民主
问题，佩洛西花着纳税人的钱、坐着美国的军机窜台作秀，干着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他国内政主权领土完整
的勾当，只能让世人更加看清美国的虚伪丑陋，使美国的国家信
誉进一步破产。连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
都说，“佩洛西没有留在美国，解决困扰美国人民的问题。她已
经掌握了几十年的权力，而我们整个国家却在崩溃。这种捍卫

民主的假‘勇气’已经够多了。”

“美国官员在台湾问题上真该好好
补补课了”

有记者问：关于佩洛西窜台，美国政府官员进行狡辩甚至倒
打一耙。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方官员是在竭力狡辩，甚至倒打一耙，还在贼喊捉贼，反
映出现在的美国政府缺乏诚信，缺乏历史知识和反思反省。”华
春莹说，中国有句古话：人之患，在于不读史。美国官员在台湾
问题上真该好好补补课了。

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个中
国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
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
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包
括美国在内，世界上已经有 181个国家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同中
方建立了外交关系。

华春莹说，美方在 1972 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明确表
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
出异议”。美方的上述承诺，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美
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在 1982 年发表的“八·一七”

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政策”。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在过去 40多年里
总体实现了稳定发展。”华春莹说。

“然而近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歪曲、篡改、虚化、掏
空一个中国原则，企图越红线、搞突破，不择手段打‘台湾牌’，偷
梁换柱，炮制‘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并将其作为美方
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后缀，删除美国务院网站‘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等关键表述，明目张胆地提升美台关系，变本加厉推进对
台军售，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打气。”华春莹说，对于美国政府
三号人物窜台企图，美国政府本应严加约束，但却放任纵容，这
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和事实真相。

华春莹强调，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国际社会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
连日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各界人士纷纷发声反对佩洛西窜访
台湾，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刚刚表示，联合国将继续坚持 2758
号决议及一个中国政策。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华春莹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
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是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
坚定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和神圣职责。民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任何国家、任何势
力、任何人都不要错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
强大能力。

佩洛西危险挑衅行为纯粹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
外交部发言人就佩洛西窜访台湾回答记者提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3日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决定
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口。相关措施自2022年8月3日
起实施。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关于对台湾地区出口天然砂
政策是否有调整的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回应。

去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大陆柑橘类水
果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臀纹粉蚧，以及倍硫磷
和乐果残留超标；今年6月，从台湾地区输大陆冰鲜白带鱼
和冻竹荚鱼包装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海关总署表示，为防范风险，依据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决定自 2022年 8月 3日起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
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陆。同时，各海关自3日起
暂停受理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报
关，并及时将上述情况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

（综合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决定暂停天然砂
对台湾地区出口

海关总署：3日起暂停台湾地区
柑橘类水果、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针对佩洛西窜台期间与所谓
“人权、民运”分子见面，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日回答记者
提问时表示，正告佩洛西之流，把“民主、人权”当“私货”，只
会让人嗤之以鼻；正告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人权”的幌
子拉拢反华势力，煽动两岸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不
会得逞。

有记者问：据报道，佩洛西 3日窜访台湾“景美人权文
化园区”，与所谓“人权、民运”分子见面。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说，这是佩洛西基于一贯反华、反共立场和意识
形态偏见，在民进党当局配合下，上演的又一出闹剧。

马晓光表示，众所周知，包括佩洛西在内的美国反华政
客无视美国国内的人权劣迹，长期把所谓“民主、人权”政治
化、工具化，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处处制造矛盾冲突，对世界
人权进步事业造成严重破坏。美国中期选举将至，佩洛西
家族丑闻不断，她在台湾问题上祭出所谓“民主、人权”的幌
子，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她所为之撑腰打气的这几个人，
有的是反华分子，有的是乱港势力，有的是犯颠覆国家政权
罪的刑满释放人员，他们本来就是为美国反华势力服务的
工具和傀儡。而民进党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人权”，更是
其煽动“反中抗中”、谋“独”挑衅的“遮羞布”。

国台办正告佩洛西之流：

把“民主、人权”当“私货”
只会让人嗤之以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