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门委员会是人大的重要常
设工作机构，在人大履职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城阳区人大将专门
委员会党建工作作为抓手，首创
专门委员会专业型党支部，创新
完善党建模式，将专业型党支部
打造成提升人大履职质效的红色
新引擎。

强“堡垒”，夯实“专”的基础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城阳区

人大以创新组织体系入手破题，
按照“一专委一支部一品牌”的原
则，将党支部建在专委会，成立了
6 个专业型党支部，以专委会成
员里的党员为主体，选优配强书
记、副书记等人选，并将 156名党
员人大代表纳入各党支部管理，
形成“常委会党组+专业型党支
部+党支部活动室+人大代表”党
建工作新架构。

专业型党支部不接转组织关
系、不缴纳党费、不发展党员，其
中的党员随着成员变化动态调
整，与一般党支部不同，但建设的
标准只高不低。党组从专业型党
支部班子设置、组织生活、教育管
理、运行机制、基础台账、活动阵
地六个方面入手进行标准化建
设，明确了双重登记、双重管理、
双重组织生活的管理服务模式，
针对专委会工作法定性、专业性、
经常性的特点，在制度设计上对
接工作需求，将贯彻落实党的新
时代创新理论作为根本遵循，使
党的领导具体、实际地体现到了
人大各项工作中。

建“阵地”，提升“专”的质效
把支部建在第一线，把阵地

筑到最前沿。城阳区人大将专业
型党支部活动场所建设与人大代
表联络站点建设相结合，聚焦经
济建设的主战场、项目建设的第
一线、社情民意的聚集地，依托代
表联络站点同步打造专业型党支
部活动室6处，通过“支部建在站
点上”实现支部建在村上、楼上、
园区上……

位于城阳一中的教科文卫专
委会专业型党支部活动室突出品
牌特色，展示了丰富的教育、文化
等工作元素。活动室成立后，结
合主题党日，围绕职业教育发展、

婴幼儿照护等工作开展多次研
讨、座谈，接待选民多批次，积极
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位于
锦城社区的活动室则设立在城
市更新建设任务最繁重的新城
市社区，活动室依托数字化设施
打造了沉浸式党建活动室，并提
出“远亲不如锦邻”“上锦邻，找
代表”品牌，吸引群众有事找党
员、找人大代表，在城市社区治
理、社会组织发展等工作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活动阵
地设立在重点产业园区，既为党
支部和代表联系群众提供平台，
也为企业和人才反映问题提供渠
道。这些党建平台的搭建，把组
织活力转化为了履职活力，为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城阳实践提供了
坚实保障。

畅“渠道”，发挥“专”的优势
围绕“专”字做文章。城阳区

人大坚持把发展的问题点作为党
建的切入点，通过专业型党支部
工作触角的进一步延伸、实质作
用的充分发挥，强化专门委员会
的基础性作用，激发起每个“细
胞”的生机活力。

为带动全体人大代表履职，
根据工作分工和代表专业区分，
每个专委会常态化联系 25 名代
表，党支部常态化联系非党员代
表，党建活动、调查研究共同参
与，形成了紧密的履职联合体。
广大代表的履职渠道更多了，专
业优势就发挥更足了，开展的监
督、调研工作也就更深入、更精
准。财政经济委员会发挥专业型
党支部作用，组织代表开展全域
调研，摸清了市场主体对营商环
境的诉求，为党委决策提供了科
学参考；农业农村领域的人大代
表高度重视东部山区矿泉水水源
地保护，在精准调研的基础上，向
有关部门发出建议函，推动水源
地保护举措落实落地。

小切口汇聚大能量，小支部
打开大格局。专业型党支部让人
大专委会的作用进一步发挥，让
代表的力量进一步汇聚、为民履
职的路子越走越宽，为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多新贡献。

陈兆鹏

以党建创新提升履职质效
城阳区人大首创专委会专业型党支部

深入调查研究，查找问题短板

以学习促履职。市人大常委会先后
组织了两次以种业发展为主题的“每月一
讲”，邀请青岛金妈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周玉忠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海水
产研究所研究员陈松林，分别以《打好种
业翻身仗的战略意义和种业振兴路径探
析》和《青岛海洋种业：过去、现在和未来》
为题做专题辅导，进一步提升常委会组成
人员和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为提
高监督质效，市人大有关部门开展了一
系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实地走访了
多个水产种业企业，围绕产业顶层设计、
用海用地支持、金融和人才保障、知识产
权保护等方面，收集了 30 余条具体问题
和建议。召开了促进水产种业发展工作
座谈会和水产种业专家座谈会，深入研
讨，梳理出目前我市水产种业发展面临
的问题，包括产业发展规划和路径不明
晰、水产种业企业整体实力不强、缺少市
场化的产业发展平台和投融资机制、水
产种业发展用海用地空间不足等。“要加
大对国家级种业项目和关键品种的支持
力度，加强人才招引”“着力拉长优势产
业链”……调研过程中，马爱军、赵波等
奋战在种业一线的人大代表，纷纷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水产种业发展
问诊把脉。

在调研实情、汇集企业和人大代表智
慧的基础上，市人大有关部门起草形成了

《关于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水产种业发展
情况的报告〉的初审意见》，提交市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意见》站在建设引
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高度，提出了突破水
产种业发展瓶颈的多条意见建议，引发了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热议，为审议好政府水
产种业专项工作报告提供了科学参考，打

下了坚实基础。

提出审议意见，助力水产种
业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搞好水产种业发展
规划”“产学研一定要有机结合起来”“科
研必须跟得上”……在听取市海洋发展局

作的《关于我市水产种业发展情况的报
告》后，常委会组成人员们高度关注，认真
审议，提出了大量富有操作性的意见建
议。

市人大有关部门汇总整理了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起草了以“实施水
产种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高水平的水产
种业发展规划、搭建高能级的水产种业产

学研创新平台、突出企业在产业发展中的
主体作用”为主要内容的审议意见，经主
任会议通过后，转市政府办理落实。同
时，常委会还向市政府提出了三项重点交
办事项，要求加大对住青国家级、省级水
产种业研发单位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中
国蓝色种业研究院（青岛）建设；积极解决
育种研发和企业生产用地、用海需求问
题，重点推进即墨区水产种苗研发中试基
地和黄岛区水产种苗产业园区建设；大力
培育和引进行业龙头企业，支持企业创新
攻关，促进产学研融合，推动科研成果市
场化、企业化、本地化转化。

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是组成人
员们依法集体履职、集体智慧的体现，既
对水产种业今后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又
对当前亟待推进的项目和急需解决的问
题，指出了方法路径，必将有力促进我市
水产种业发展迈上新层级。

加强跟踪督办，推动落地见效

在参与中监督是最好的监督方式。
在审议意见交办后，市人大不断加大参
与力度，推动审议意见落到实处。其中，
积极参与推动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对中
国蓝色种业研究院（青岛）建设情况提出
工作建议；多次赴黄岛区、即墨区实地走
访有关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为
企业发展出谋划策；广泛开展立法调研，
推动我市种业发展地方立法……付出就
有收获，我市种业发展的成效正逐步显
现出来。

在各方努力下，中国蓝色种业研究院
（青岛）的选址筹建工作正加紧推进；水产
种苗研发中试基地建设已初具规模；种业
发展的推进政策措施正抓紧制定中。一
件件种业项目、政策的落实落地，为我市
水产种业发展带来了新活力、新动能。

张 琳 青 研

为水产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市人大常委会监督推进水产种业发展纪实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水产种业则是耕海牧渔的“芯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
决心把我国的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省党代会、市党代会均提出了青岛建设“引领型现
代海洋城市”的目标任务，对发展水产种业等海洋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委有要求、人大有行动”，市人大常委会将监督推进我市水产种业发展，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
求的重要举措和具体行动，以调查研究、听取审议水产种业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方式，着力推进水产种业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人大
代表赴西海岸新
区调研水产种业
发展情况。

▲青岛水
产种业企业聚
焦核心技术攻
关，加快创新
发展。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一次网工程施工需要，自2022年9月25日至2022

年10月31日占用深圳路(株洲路-科苑纬二路)路段部分车行

道及人行道。

施工路区域设置相应的交通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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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噪音扰民。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请按照现场交通信号指示，安全

通行。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青岛市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一次网工程施工需要，自2022年9月25日至2022

年 10 月 31 日占用高昌路（株洲路-科苑纬四路）路段部分车

行道及人行道。

施工路区域设置相应的交通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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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噪音扰民。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行人请按照现场交通信号指示，安全

通行。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李沧大队
青岛市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

通 告
因永安路供热管道原管位、原管径改造更新工程施工需

要，永安路(桑园路至永平路段)占用道路施工。施工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施工期间道路变窄，

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过。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道路修复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24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德兴路（重庆南路至怀远路）占用部分车行道避开早晚

高峰进行分段全天封闭施工，其中路口区域进行夜间分段施

工（22 时至次日 5 时）。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

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

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供热管道升级改造施工需要，自 2022 年 9 月 24 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洛阳路(鲁阳路至周口路东侧)占用部分车

行道、人行道避开早晚高峰进行全天分段封闭施工，其中过路

管线进行夜间分段施工(22时至次日 5时)。施工单位在施工路

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

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市地铁 5号线宁夏路站斜井桥墩注浆加固施工建

设需要，自 2022年 9月 25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占用宁夏路

（高田路-宁夏路）部分人行道和车行道半封闭施工。施工单位

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夜间设红灯警示，使用

护栏、围挡封闭，现场设置安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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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新建小区供热管道配套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24日

至 2022 年 10月 15日，瑞安支路（瑞安路至颐和广场）、金华路

（金华支路路口）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避开早晚高峰进行

全天分段封闭施工，其中过路管线进行夜间分段施工（22时至

次日 5时）。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现场

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施工，避

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0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上马街道片区
CY1408单元地块控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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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马街
道片区CY1408单元地块控规调整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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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上马街道片区CY1408单元地块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城阳区龙翔路以西、河东路以南
4、公示阶段：控规调整
二、公示方式：城阳规划展览馆公示区（礼阳路109号）、青

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
三、公示时间：2022年9月25日——2022年10月2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城阳规

划展览馆公示区及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765622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金口二路燃气施工建设需要，自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2022年 10月 14日，占用金口二路(20号-30号)部分车行道半

封闭施工。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夜

间设红灯警示，使用护栏、围挡封闭，现场设置安全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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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

声 明
遗失山东省青岛药材采购供应站的土地证，证号：城国用

（95）字第00017号，土地面积：44402.8㎡，建筑面积：16153㎡，

地址：城阳区城阳镇水清路70号，声明作废。

山东省青岛药材采购供应站

2022年9月23日

声 明
遗 失 郎 月 英 的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编 号 为 ：建 字 第

370285201919233号，建设项目名称：1#-4#商业；建设位置：莱西市
望城办事处刘家庄村烟青一级公路西侧；建设规模：4309.17平方米，
发证机关：莱西市自然资源局，日期：2019年12月13日，声明作废。

郎月英
2022年9月23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热力管网升级改造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23日至

2022 年 11 月 9 日，辽阳西路南京路路口、辽阳西路绍兴路路

口、辽阳西路吴兴路路口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夜间(22时至次

日 5时)封闭施工。施工单位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

志，现场设置安全员，途经施工路段行人、车辆安全通过，规范

施工，避免噪音扰民。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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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人大

遗体火化通告

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和《山东省殡葬管理规定》有关规
定，青岛市殡仪馆将对长期存放馆内的下列 2具遗体进行
火化，现予以通告。

翟德胜，男，户籍地：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城东街道峨
嵋山路55号院2号，身份证号：370304198802110819。2021
年11月26日，翟德胜因患肾综合征出血热死于青岛市第六
人民医院，遗体一直存放在青岛市殡仪馆。

李云，男，户籍地：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兴华街道四流
中路 221 号 241 户，身份证号：370206196707224017。2022
年6月17日，李云在青岛市李沧区文昌路39号6号楼1105
户被发现死亡，遗体一直存放在青岛市殡仪馆。

如有认领上述遗体的亲属（单位、组织），可在该通告刊登
后30日内提交书面申请，并到青岛市殡仪馆办理有关手续；逾
期未办理遗体认领等手续，我馆将按照有关规定对遗体火化。

特此通告

青岛市殡仪馆地址：青岛市重庆南路 178 号，咨 询
电话：0532-84961529。

青岛市殡仪馆
2022年9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