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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版式总监 于

58 岁的万荣广家住浮山脚
下，每个周末早晨爬浮山时，他都
会带上一个大塑料袋，顺便捡拾
山上的垃圾。这一习惯，他已经
保持了三年。最近，很多学生主
动加入进来，跟随万荣广一起登
浮山、捡垃圾，爱绿护绿。他们用
行动守护绿水青山，为创建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贡献力量。

城市文明，总是于细微处见
态度、见精神。在青岛，无数市民
像万荣广一样，在一举一动中彰
显着文明。文明体现在手上，不
乱丢各类垃圾，不乱堆放杂物，遛
狗时牵紧绳子；文明体现在脚上，
人行道前停车礼让，在各服务窗
口有序排队，不践踏花朵草坪；文
明也体现在嘴上，在餐饮场所用
餐不浪费，讲究卫生不随地吐痰，
相互礼让不说脏话……这些日常
生活中的文明行为，是市民文明
素养的重要体现，也正逐渐成为
全社会的共识。这种在细节中流
淌出来的、城市骨子里的文明，更
温暖，更动人，也更有说服力。

城市文明，需要用美来呼应，
用文明来滋养。文明生长在城市
和市民心中，肥沃的土壤、良好的
环境，会让文明之花开得更加绚
烂。比如，在过去，市北区宣化支
路两侧的边角地上杂草丛生，卫
生状况堪忧，居民见了纷纷躲着
走。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治
后，如今这里变成了设施完善的
口袋公园，廊架、景亭俱全，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乐园。
截至 8 月底，这样的口袋公园，全市已建成了 395 个。
这些变化，市民都看在眼里、美在心里，也积极爱护公
园中的设施、花木。刻入市民心中的“美美与共”，也在
助推着城市文明的嬗变。

城市文明，是治理水平综合提升的体现。一座城
市的文明程度与治理水平息息相关，每一项痼疾的解
决，背后都有着系统化的提升。就像治理小广告，要想
达到清零效果，需要多个环节共同发力。其一，要做好
基层清理工作，这考验基层执行力；其二，需要执法部
门追根溯源、分类打击，这考验执法能力；其三，需要市
民提高素养，积极参与其中，不仅不张贴小广告，还积
极监督，主动清除。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还可以
有效利用高科技，做好制度创新。可以说，各个环节通
力合作的过程，就是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有效提升的
过程，也是在这一领域求取文明“最大公约数”的过程。

文明花开香满园，同心掬得满庭芳。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需要人人参与，从我做起，更加注重“细节
的力量”。每一点文明凝聚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生活
的城市，每一点努力汇集在一起，我们的城市也将更加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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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2022年青岛市全国科普日主

场活动云启动仪式举行，我市科普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幕，其
间将陆续举办1051场次线上线下结合的科普活动，为市民
推出精彩纷呈的“科普盛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红兵
出席活动并讲话。

本次科普日活动主题为“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由
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管理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国资委、市园林和林业
局、市工商联、市文联共同主办。活动采用“十、百、千、万”架
构：开展十大联合行动、组织百家科普场馆集中开放活动、动
员千名科技志愿者下沉基层、力争吸引数万名公众参与。

启动仪式现场为我市科普教育基地代表进行授牌，为
我市 33家入选山东省首批科普专家工作室的代表颁发证
书，为我市入选2022年度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授
牌。日前，市科协牵头组建青岛市科技志愿者协会，全市
45家单位成为首批会员单位，活动现场为相关代表授旗。

青岛市全国科普日
系 列 活 动 启 幕

千场活动陆续登场，打造线上线下“科普盛宴”

本报9月20日讯 今天下午，作为第七
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平行论坛之一，上合示范
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双向互济合作洽
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洽谈会上，山东高
速新疆国际物流产业园暨上合示范区新疆分
园项目揭牌；当天上午，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
乌鲁木齐举行。该项目建成运营后，将重点服
务鲁疆间、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贸易物流业务需求，加快构建“东西双向互
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格局。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巴基斯坦
驻华大使莫因·哈克、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尤里·
先科、吉尔吉斯斯坦驻华大使巴克特古洛娃·
卡纳伊姆、尼泊尔驻华大使比什努·施雷斯塔
出席活动并致辞。青岛市委常委，胶州市委书
记，上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新

竹出席活动并致辞。
据悉，山东高速新疆国际物流产业园暨上

合示范区新疆分园项目总投资36亿元，将重点
打造“鲁疆班列”集运、中欧班列（齐鲁号）集拼
中转、跨境电商与易货贸易平台服务、大宗物
资供应链服务“四个基地”，将“一区双园”的资
源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构建“运贸
产”一体的枢纽经济体。在物流方面，上合示
范区新疆分园将打造“鲁疆班列”“中俄快线”
等物流通道，构建上合示范区国际超级港通过
新疆辐射中亚、欧洲地区，新疆通过上合示范
区超级港联通日韩的双枢纽格局。以上合示
范区新疆分园为依托，上合示范区将与新疆深
化产业对接，在经贸领域拓展全方位合作，推
动产业链分工协作。新疆分园将建设加工、分
拨基地，承接商品初加工、物流等上游环节；上

合示范区将聚焦产业链下游，开展深加工、展
示、销售等，打造“东西贸易联动”新局面。

地方经贸合作是上合示范区建设的重要
牵引。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周边8个国
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向
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
区。今年以来，上合示范区高度重视与新疆的
务实合作，取得系列丰硕成果。上合示范区管
委会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乌鲁木齐
国际陆港区、霍尔果斯口岸、吉木乃边境经济
合作区等开展战略合作。随着首班“鲁疆班
列”“中俄快线”开行，上合示范区将最大程度
发挥铁路和海运的优势，畅通青岛通往欧洲的
东西国际物流大通道。

自启动建设以来，上合示范区统筹海陆空
铁邮“五港联动”，加快推进国际物流大通道建
设。截至目前，上合示范区已常态化开行 27

条国际国内班列线路，畅达上合组织和“一带
一路”沿线 22个国家、51个城市，开行国际班
列超 2000 列；海铁联运箱量连续六年居全国
第一；山东省唯一 4F 级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开
通203条定期航线，畅达145个国内国际航点。

以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建设为契机，示范
区将加快搭平台、创模式、聚产业、强主体，放
大多式联运功能，进一步融合双方资源优势，
与新疆地区形成发展合力，构建联通鲁疆、面
向上合组织国家的对外开放新高地。同时，统
筹推进要素资源配置、国际供应链服务、全球
价值链策源等建设，加快建设上合示范区国际
超级港。

会议期间，上合示范区管委会还与新疆建
设兵团商务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
对口帮扶、产业联动、梯度转移，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

上合示范区新疆分园揭牌开工
项目总投资36亿元，将融合鲁疆资源优势，放大多式联运功能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冰洁
本报9月20日讯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

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是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民生工程。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发布《关于公布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的通知》。通知显示，2023 年全省共
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3898 个，涉及居民 69.95
万户、楼栋数 20712 个、改造面积 6243.57 万
平方米。此次青岛市列入改造的 10 个区

（市）涉及 473 个老旧小区，共改造楼栋 3782
栋、137714 户，建筑面积 1109.48 万平方米。
较2022年的改造计划相比，2023年青岛老旧
小区的改造数量增加了 155 个，此外无论是
楼栋数量，还是改造面积均有所增加。

详细来看，明年市南区改造小区数为60
个，楼栋 1081 栋；市北区改造小区数为 135
个，楼栋1017栋；李沧区改造小区数为11个，
楼栋 71栋；崂山区改造小区数为 64个，楼栋
475栋；西海岸新区改造小区数为46个，楼栋
296 栋；城阳区改造小区数为 4 个，楼栋 50
栋；即墨区改造小区数为4个，楼栋137栋；胶
州市改造小区数为 103个，楼栋 483栋；平度
市改造小区数为34个，楼栋101栋；莱西市改
造小区数为12个，楼栋71栋。

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的重要领域之一，今年青岛市的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为318个，惠及居民9.2万户，目前318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于上半年全部开工，
截至8月底，首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完工，
我市开工户数及改造标准均位居全省第一。
记者注意到，如今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更
加综合，不仅包括过去水、暖、气、路等基础类
改造，还包括配套设施等完善类改造和公共
服务供给等提升类改造；改造资金更多元，由
过去的政府部门出资为主，转变为政府部门、
居民和社会力量合理共担；居民参与更主动，
从“政府改、居民看”变为“居民全程参与、共
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咱小区现在真好，又美又舒适，大家

都说这钱花得值！”今年，西海岸新区隐珠
街道安居小区的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居民
苏晓珍看在眼里、美在心里。这个老旧小
区如愿焕发新活力的背后，就是青岛探索
老旧小区改造居民出资建设模式的一次成
功实践。

去年年初，《西海岸新区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实施方案》正式出台，创新采用老旧小区改
造“入围打分制”，根据评分高低在年度投资
计划限度内筛选实施改造小区，确定改造计
划。其中，居民改造意愿、业主出资情况都是
重要得分项。能否“借力”破题？隐珠街道金
河社区党委书记赵爱刚在得知政策后，第一

时间召集安居小区党员、居民代表和小区物
业召开改造方案实施会议。令人意外的是，
小区党员代表迅速行动，建立业主群，在群里
用通俗的语言解读政策，居民代表与社区人
员同步入户填写征求意见表。仅用时 3 天，
就收到 295张同意书，占总户数的 92%；又用
了3天，完成290户的自筹金收取。在确定纳
入改造范围后，赵爱刚带领工作人员继续畅
通协商议事渠道，并收集民需、汇聚民智，邀
请居民全过程参与监督，及时根据居民提出
的建议优化改造方案，让小区改造真正“改”
到了居民心坎上。

记者了解到，青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还

在不断迭代——迈向“以老旧小区改造为核
心，形成成坊连片的老旧街区（老旧小区）改
造模式”的3.0版本，打造市政配套设施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备的街
区新模式，让更多的居民早日感受到老旧小
区改造带来的实惠。

未来三年，全市计划开工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 1108个，惠及居民 30万户。其中，将力
争实现主城区范围内2000年底前建成的577
个老旧小区改造清零，惠及居民17万户。一
批批既适应城市风貌，又满足生活需求的居
民小区，展示的不仅是城市更新的步伐，更是
市民们的美好家园。

青岛明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473个
今年计划改造的318个老旧小区上半年全部开工，惠及9.2万户，首批已完工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萍
本报9月20日讯“乘风破浪”志愿服务

团队是青岛市职工国际交流服务中心组建
的工会志愿服务队。连日来，为了响应市总
工会号召，在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中当好
主力军，团队志愿者每天一早便走上街头，
身穿红马甲，以实际行动推动形成“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

在马路边，身着“工会红”的志愿者们手
持引导旗，引导行人及非机动车遵守交规，
指挥机动车礼让行人。对横穿马路、闯红
灯、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乱丢垃圾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劝阻；对有需要的市民游客提供出
行线路引导等。类似的志愿服务行为，全市
已经有 1200 支工会志愿服务队伍、超 10 万
名志愿者参与，他们下沉社区，参与到垃圾
清理、小广告刮除、乱堆乱放等环境整治活
动中。截至目前，工会志愿服务队已累计开
展创建文明典范城市、扶弱助困等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超 4000 次，汇聚起职工创建的强
大合力。

除了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市总工会还注
重深入开展以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宣传
教育，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向，让“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念深入人心，

在全市工会系统营造起创建文明典范城市
的浓厚氛围。

以“青少年眼中的最美劳动者”为主题，
市总工会联合市教育局举办第二届“青少年
眼中的最美劳动者”微视频大赛，由青少年
通过微视频记录爱岗敬业、诚信友善、甘于

奉献、勇于创新的“最美劳动者”，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鼓励青少年运
用微电影、朗诵、舞蹈、曲艺说唱等形式凸显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社会风尚。

通过“两微一抖一端”等工会宣传矩阵，

发布创城宣传稿件 150 余篇，组织开展“携
手创典范 你我共行动”微视频征集活动，倡
导职工群众把文明健康理念融入生产生活
实践。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汇聚职工创建合
力，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喜迎二十大 建功
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第四届“新时代最美
劳动者”选树活动，充分展示了全市职工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举办青岛市第三届职工文化艺术节、青
岛市第四十届职工运动会、慰问劳模工匠专
场演出、职工新年音乐会等文体活动 350 余
场次，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劳动
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此外，市总工会还注重将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工作融入日常，发动所属事业单位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市工人
文化宫组织党员同志，在劳模工匠展示馆、
劳动主题公园等“三种精神”教育基地开展
创城讲解工作，普及创城知识。市总工会干
部学校发挥专业优势，结合社区所需，派出
青年教师向社区各支部党员代表宣讲了“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精髓要义，
展示了新时代劳动者坚定信念、立足本职、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
定理想信念，带头弘扬“三种精神”。

1200支工会志愿服务队超10万职工助力创建
累计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超4000次

■工会志愿者引导市民有序乘车。

■改造后的
青岛老旧小区焕
然一新。

王冰洁 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
本报9月20日讯 今晚，山东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

会在日照落下帷幕，青岛运动员以172.5枚金牌、308.5枚奖
牌、1995分包揽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和团体总分三项第一，
并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
本届省残运会，青岛市共派出262人组成代表团，其中

205 名运动员参与 11 个竞技项目和 3 个群众性项目的角
逐。我市残疾人运动员不断突破自我，东京残奥会自行车
项目银牌获得者吴国庆一举摘得4.5金，轮椅羽毛球项目银
牌获得者徐婷婷转项轮椅网球项目斩获 2金，跆拳道项目
铜牌获得者李羽洁转项田径项目收获 3金，聋奥会标枪金
牌项目辛顺收获2金3银的同时，其兼顾带训的运动员获得
1金2银的好成绩，游泳运动员张蒙在手部受伤的情况下一
举斩获5金2银。此外，新晋小将表现亮眼，14岁聋人田径
运动员石文丽首次参赛即获得 3枚金牌，自行车项目中盲
人运动员高宝山入队不足半年即收获3金1银1铜。

今年省残运会共有来自全省 16市和山东特殊教育职
业学院 17 个代表队参赛，1500 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在 17 个
大项700余个小项上展开激烈角逐。

青岛代表团包揽省残运会
金牌奖牌总分三项第一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锡复春 通讯员 姜方梅 战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