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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上午，全市市场监管

系统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工作推进会暨安全生
产工作会召开，副市长赵胜村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市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工作
开展以来，各单位迅速行动，狠抓落实，取得了积
极成效。市市场监管局发起“诚信守法经营 安全
放心消费”倡议，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成立领导小
组，建立完善信息报送、敏感案事件处置等多项工
作机制。落实先行赔付资金 175 万余元，部署开
展消费纠纷隐患排查和“回头看”，排查处置各类
风险隐患 280 余起。向全市经营者发出《关于规
范旅游消费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深化食
品领域“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动，持续
推进“清洁厨房”示范创建。各区市结合辖区实际
创新工作举措，共出动执法人员34239人次，检查
市场主体47058户次，发现整改问题3408个，查处
案件 169 起，罚没款 42.04 万元，发布典型案例 15
个，确保全市旅游季节消费市场秩序安全稳定。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切
实守牢安全底线、突破重点领域、营造共治氛围，
打造安全放心诚信的消费环境。要善作善成，进
一步压实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快速回应机制和
接诉即办机制，强化应急值守，落实先行赔付。

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规范旅游
消费市场秩序工作推进会召开

打造安全放心
诚信消费环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蔺君妍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上午，青岛市首批烈士

集中迁葬仪式在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崂山烈士
陵园举行。副市长张月波参加仪式并宣读祭文。

上午 8时 30分，起灵仪式在市革命烈士纪念
馆英名碑举行。在悠长的《思念曲》中，26名礼兵
手捧覆盖国旗的烈士棺椁，在烈士亲属的陪同下
缓步走向车队。3辆运载烈士棺椁的中巴车静候
在广场上，车的两侧，黑底白字的条幅“英雄烈士
永垂不朽”“向英雄烈士致敬”表达着青岛人民对
革命烈士的无限崇敬。

上午 9时整，在礼宾摩托车队的引导下，7辆
中巴车组成的护送车队缓缓启动。经过香港中
路、深圳路等主要交通要道时，过路车辆纷纷让
行，行人停下脚步，目送英烈车队行进。车队缓缓
驶入崂山烈士陵园，在崂山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
参加仪式的烈属代表和工作人员默然肃立，全场
人员向烈士默哀。

据了解，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现存 185 名
烈士骨灰将陆续迁入崂山烈士陵园入土安葬。首
批迁葬的是周培铎、唐昇训、李德聚、王同纬、李学
顺、高俊亭、张守忠、师法钊、曲成田、鲁宝璀、杨克
勤、张仁彬、叶立勋13名烈士，其中11名为解放青
岛和军队建设英勇牺牲，2 名为国家建设英勇牺
牲，他们牺牲时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25岁，他
们的英名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市政府、市南区政府、崂山区政府等有关负责
人和部分烈士亲属代表参加了仪式。

青岛举行首批烈士
集 中 迁 葬 仪 式
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现存185名

烈士骨灰将陆续迁入崂山烈士
陵园入土安葬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佳旎
本报9月27日讯 编制新一年度立法计划，

市民意见一直是立法项目来源的重要渠道。记者
今天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室正面向社会广泛征集2023年立法项目。

广大市民可以围绕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
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提出立法建议，也
可以围绕现行有效的 98 件法规的修改、修订、废
止提出立法建议，现行有效98件法规的内容可查
阅青岛人大网（http：//rdcwh.qingdao.gov.cn）。

市民建议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提出：一是将书
面意见寄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室，地址为市
南区观海一路 16 号西门，邮编 266001；二是发送
电子邮件至qdrdfzgzs@qd.shandong.cn。征集立法
计划项目建议截止日期为2022年10月14日。

市人大常委会面向社会
征集 2023 年立法项目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本报9月27日讯 中国自动化码头从此用上

了“国产大脑”，让码头作业更快捷、更精准、更智
能。今天，山东省港口集团正式发布由“时代楷模”

“连钢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
能管控系统 A-TOS，各项指标全面超越拥有 30 多
年应用历史的国外同类产品，标志着中国港口达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高度。

TOS 即码头操作系统，是码头生产的核心软
件，被称为码头高效运行的“大脑”和“神经中枢”。
此前，国内大多数集装箱码头采用国外的 TOS 系
统，升级替换国产系统迫在眉睫。面对全球港航领
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连钢创新团
队”以实际生产需求为导向，围绕服务升级、效率提
升全力攻关，自主打造了“云原生+”全自动化集装
箱码头智能管控系统A-TOS。

该系统运用云原生等技术开发了集计划、调度
和控制于一体的智能管控系统，实现了码头“毫秒
级”全场选位、“秒级”设备调度、“毫秒级”数据动态
刷新和不停工系统升级。该系统还运用深度学习、
专家系统等技术，推动传统自动化生产模式向动态
分析、科学决策、优化迭代的全智能化生产模式转
变，以率先构建全国产智慧港口“新基建”等“九大创

新技术”抢占智慧绿色港口发展的制高点，以算法
更智能、运行更敏捷、功能更丰富、架构更先进、界
面更友好等“五大优势”凸显核心竞争力。此外，
山东港口与华为“强强联合”，采用了中国开放原
子开源基金会欧拉操作系统和高斯数据库，实现
了底层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为世界智慧港
口建设再次提供“中国样本”。

据悉，一个集装箱从进入码头到最后装船，共
有16个关键环节和近100种不同作业状态。如果
按照一天处理 1万标准箱计算，会产生 1600余万
个作业状态，如此大的计算量对码头“大脑”是严
峻的考验。新系统能够根据码头实际业务量动态
调整系统负荷，实现系统资源消耗的最佳分配，同
时在不影响码头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完成系统升级
和维护，实现“无感升级”。

A-TOS 的发布也是国产码头操作系统实
现产业化应用的开端。发布会上，山东港口青
岛港与迪拜环球港务（中国）公司、北部湾港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港口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港口科技集团签
署成果推广战略合作协议，就全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智能管控系统 A-TOS 的推广和应用达成
共识。

中国自动化码头用上“国产大脑”
山东港口发布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能管控系统A-TOS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本报9月27日讯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

悉，今年以来，青岛重点建设项目快速推进，市
级重点项目建设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截至8月31日，329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年
度累计完成投资 1859.7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达到 113.1%；35个省重大实施类项目年度累计
完 成 投 资 547.04 亿 元 ，年 度 投 资 完 成 率 达
101%，提前完成项目开工率、纳统率、年度投资
完成率三个100%的工作目标。

“亮眼”数字的背后，是重点项目建设工地
现场机器轰鸣、工程车辆接续穿梭、建筑工人
紧张作业的火热建设场景。在靠上服务和要
素保障下，一系列重点项目正在以超出预期的
建设成果成为这座城市产业和未来发展新的支
撑点。

抢工期、赶进度，引领性项目按下施工建设
“快进键”。总投资 1.32 亿美元的丰田叉车项

目，达产后可年产各类叉车3万台，将成为山东
省最具影响力的叉车生产基地。其中一期于
2022年2月份开建，目前工程已主体封顶，预计
10月份竣工，年底投产，有望实现当年开工、当
年投产。

作为青岛首个市级新兴产业专业园区的重
要支撑项目，虚拟现实产业园项目从立项至开
工建设仅历时两个月，目前正在开展基础施工
和主体施工，将建设光学模组和虚拟整机生产
线，成为崂山区打造千亿级虚拟现实产业链条
的关键一环。

接连追加投资的益海嘉里（青岛）食品工业
园项目进展迅速，一期所有单体正陆续投产，项
目二期已经启动基础施工，项目三期正在组织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预计 2030年上半年建
成投产，将成为益海嘉里在国内投资规模最大、
产品门类最全、创新活力最强、合作平台最广的
综合性食品园区。

次第落地的产业项目为这座城市实体经济
振兴发展进一步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在打造
智能家电产业链方面，总投资 61亿元的海尔胶
州中央空调制造项目，一期于2022年3月开建，
预计 2023 年 5 月竣工。项目将以“灯塔工厂
2.0”标准，建设全球最先进的中央空调互联工厂
以及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园区，建成后将成为
行业首个物联多联机互联工厂。

在西海岸新区，作为新型显示产业链的重
要配套项目，总投资80 亿元的融合光电高新标
显示用载板玻璃项目正在迅速推进，预计 2023
年 4 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解决高新标显示用
载板玻璃“卡脖子”问题，达产后可年产高新标
显示用载板玻璃 428 万片，成为全国最大的高
新标显示用载板玻璃生产基地。不远处，今年
6月封顶的京东方物联网移动显示端口器件生
产基地项目正在开展设备安装调试，园区预计
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

在城市更新与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中，
承载城市发展新功能的载体建设，将推动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在邮轮港区启动区，邮轮母港
客运中心、山东港口大厦、山东港口集装箱部落
等重点项目已建成落地。目前，启动区地下空
间、山港港口航运金融中心、北方国际油气中心
项目正在建设当中。其中，投资 25.1 亿元的启
动区地下空间项目将实现停车、商业、隧道、市
政设施、综合管廊等功能的融合，并布局建设能
源岛，为启动区各项目提供清洁能源，打造青岛
最大的绿色能源供能片区（供能面积 55万平方
米），目前项目正在实施基坑土石方开挖，计划
于2023年12月完工。

总投资9.03亿元的世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计划于今年 10月主体封
顶，2023 年 12 月竣工交付，建成后将进一步完
善李沧区东部片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满足
百姓对多功能服务型配套建筑的需求。

青岛重点项目建设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329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1859.7亿元，投资完成率达113%
■35个省重大实施类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547.04亿元，投资完成率达101%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本报9月 27日讯 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1-8月份，青岛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加力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
政策措施，加快释放政策效能，经济运行延续恢
复发展态势。尤其是8月份当月，全市多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加快。

工业生产稳步提升。1-8 月份，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比 1-7 月份加
快0.3个百分点。其中，8月当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5.0%，比 7月份加快2.9个百分
点。行业复苏态势较好，35个大类行业中，有24
个行业同比增长，增长面68.6%。高技术制造业继
续引领增长，1-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2.7%，比1-7月份提升0.1个百分
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

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增长14.2%和27.3%。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7月份，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2.2%、28.6%、27.4%。规
模以上服务业行业增长面总体稳定，1-7月份，
32 个大类行业中有 22 个行业同比实现增长。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29.1%，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增长速度。批发
业较快增长，1-8月份，限额以上批发业销售额
同比增长18.5%，其中，8月当月增长14.2%，比7
月份提升8.4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稳中有升。1-8 月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比1-7月份加快2.1个
百分点。全市在建项目 5945 个，同比增加 43
个。其中，产业类项目 4613 个，同比增加 89
个。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7.2%，

制造业投资增长 8.1%，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7.5%。社会领域投资加快。1-8月份，社会民生
投资同比增长 18.6%，比 1-7月份提升 4个百分
点。其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长 66.7%和
22.6%。

消费市场恢复加快。1-8 月份，限额以上
零售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4.1%，比1-7月份提升
1个百分点。其中，8月当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 16.1%，比 7 月份提升 3.8 个百分
点。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
单位新能源汽车、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
增长 1.7 倍和 36.6%。网络消费保持活跃，全市
限额以上零售业网上销售额同比增长33.4%，快
于限额以上零售业19.3个百分点。

货物进出口增长提速。1-8 月份，全市货
物进出口总值5903.3亿元，同比增长8.0%。8月

当月，进出口905亿元，同比增长26.3%。其中，
出口561.6亿元，增长33.1%；进口343.4亿元，增
长 16.6%。月度进出口值、出口值再创历史新
高。外贸主体活力持续增强，1-8月份，民营企
业进出口 4086.8 亿元，同比增长 12.3%，占全市
进出口总值的 69.2%。对外合作不断深化，对
RCEP 其他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分别增长10.3%和19.1%。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8 月份，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28.11万人，同比增长0.9%。实现政策
性扶持创业 2.32 万人，发放创业扶持资金 3.68
亿元。民营经济吸纳就业 23万人，占就业总量
的81.81%。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8 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CPI）同比上涨 2.0%。8 月当月，CPI 同比
上涨2.6%，环比下降0.1%。

8月份青岛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加快
月度进出口值、出口值再创历史新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
本报9月27日讯 国庆假期将至，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国庆期间有关工作的决
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日前，市纪委监委
印发《关于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确保国庆期
间风清气正的通知》，就纪检监察机关立足职责
定位，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节日期间风
清气正有关事项发出通知。

通知要求，强化政治担当，压实主体责任。
党的二十大召开在即，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稳定
的良好氛围，是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必须担负起的
重大政治任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省委、市委重点工作安

排，通过提醒谈话、专题约谈、印发监督函等多种
方式，督促各级党组织扛牢抓实主体责任，坚决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
要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高度自觉，全面做
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通知明确，强化政治监督，确保令行禁止。
要持续深化拓展“护航行动”，聚焦作风建设、疫
情防控、稳定经济增长、安全生产、信访维稳、意
识形态等重点领域，深入运用好“一台账、两清
单、双责任、双问责”监督机制和“五步五强化”工
作法，不断加大明察暗访和专项监督检查力度，
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督促

各级党组织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毫不松懈抓
好稳定经济增长、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稳定、毫不
松懈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守牢“一排底线”，
推动市委工作要求落细落实落地。

通知要求，强化执纪问责，严惩“四风”顽
疾。要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节日
期间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严肃查处在疫情
防控、营商环境、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方面存
在的敷衍应付、推诿扯皮、责任甩锅等突出问
题。要坚决纠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紧盯节日
期间易发多发的“节日病”，严肃查处违规吃喝、
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
违规配备使用公车等突出问题。要严肃追责问
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以精准有效问责倒逼责

任担当。
通知强调，强化“三不腐”一体推进，营造良

好氛围。要紧盯“关键少数”、聚焦突出问题、围
绕重要环节，完善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
监督检查、明察暗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的
工作机制，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要
树牢“全周期管理”理念，突出全要素、全流程、全
方位，“三不腐”一体推进纠治“四风”。要以节日
为契机，把加强作风建设与弘扬廉洁文化贯通起
来，大力倡导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
良风气。要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展现本地区本部
门本单位作风建设取得的新成效、节日风气持续
向好的新变化，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
良好政治生态。

市纪委监委发出通知

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确保国庆期间风清气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戴 谦
通讯员 时满鑫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上午，第二届全省法
院审判业务专家证书颁发仪式在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举行，青岛法院 11 名法官荣获“全省法院
审判业务专家”称号。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张正智等在青岛中院线上参加活动。
青岛中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文冰峰在主会场
代表青岛中院作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经验介绍。

共有 50 名法官获“全省法院审判业务专家”
称号。其中，青岛法院王楷、尤志春、宿敏、解鲁、
赵艳霞、左杰、张春贤、高雪飞、王浩、滕永双、李
姗姗等11名法官被授予这一称号，并上台领取荣
誉证书。

近年来，青岛法院大力实施人才强院战略，
积极构建“3+3+3”审判人才培养机制，努力培养
高层次审判执行业务人才。全市法院共有 34 名
法官被评为全省法院审判业务专家，43名法官被
评为全市法院审判业务人才，为全市法院工作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青岛法院11名法官获评
“全省审判业务专家”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能管控系统A-TOS发布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