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市市南区隆德花园电力配套工程施工建设需要，

自 2022年 10月 2日至 2022年 10月 15日，占用隆德路（3号-7

号）人行道全部封闭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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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交警支队市北大队

通 告
因地铁 5 号线欢乐滨海城站管迁施工，自 2022 年 9 月 23

日至 2022年 9月 29日，瑞滨路（昌喜路路口）占用部分车行道、

人行道进行夜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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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云南路八号供热施工建设需要，自 2022年 9月 30日至

2022 年 10 月 3日，占用观城路、寿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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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能源热电集团第二热力有限公司大尧一路老旧管

网改造施工建设需要，自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5

日，占用大尧一路（逍遥二路-宁夏路）部分人行道半封闭施

工。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路段前后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夜间设置

警示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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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交警支队市南大队
青岛市市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青岛市地铁五号线工程地质勘察施工建设需要，自

2022 年 10 月 2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占用宁夏路（120 号-

150号）部分人行道和车行道全封闭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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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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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君峰路供热管道原管位、原管径改造更新工程施工需

要，君峰路(延寿宫路至京口路)占用道路施工。施工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0 日。施工期间道路变窄，

君峰路车流量大，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避免争道抢

行，安全谨慎通过。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7日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
青岛市市北区城市管理局

通 告
因地铁 8号线补勘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30日至 2022

年10月15日，山东路(敦化路、延吉路路口周边)、鞍山路(哈尔

滨路至山东路西侧)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进行分段封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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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五征电动车辆有限公司新
型建材工业园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变更进行批前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五征电动车辆有限公
司新型建材工业园建设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变更进行批前公示，以
保证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五征电动车辆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新型建材工业园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辛安街道办事处元宝山路70号
设计单位：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方案变更
变更内容：总平面图变更：（1）依据材料生产工艺需在 4#、5#厂

房之间增设连廊一处，建筑面积：368.70㎡；（2）6#厂房增设配电间一
处，因配电箱布置需要，楼梯间向北侧凸出 600mm，建筑面积由
1051.56㎡变更为1061.28㎡；（3）经济技术指标变更如下：计容建筑面
积由 60400.43㎡变更为 61147.55㎡，建筑面积由 43425.89㎡变更为
43804.31㎡，容积率由 0.993变更为 1.01，基底面积由 28202.75㎡变更
为28574.69㎡，建筑密度由46.4%变更为46.96%，厂前区比例（建筑面
积占比）由6.99%变更为6.9%。

建筑单体变更:（1）4#、5#厂房外立面底部砌体加高，立面窗体相
应减少；（2）为提高生产效率，5#厂房东侧增加2处人行出入口，6#厂
房北侧增加1处人行出入口；（3）6#厂房北侧由于平面楼梯间处凸出
外墙600，立面相应进行修改；外窗窗高加大（卫生间除外）；南侧简化
外立面，统一建筑形式，屋顶女儿墙压顶与楼层横向线脚等宽。

除以上变更内容外均以原审批为准。
二、公示及反馈方式：
长江东路443号福瀛大厦大堂、项目现场出入口处及青岛西海岸

新区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政务公开—区自然
资源局—重点工作—规划批前公示）

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意见箱，请将意见和建议附上相关利害
人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意见箱。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 86172159；建设单位
17667518210

四、公示时间：2022年10月8日至2022年10月14日
2022年9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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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东山一路供热管道原管位、原管径改造更新工程施工

需要，东山一路(南崂路至机关幼儿园段)占用道路施工。施

工时间为2022年10月2日至2022年10月20日。施工期间道

路变窄，车辆请绕行大崂路通行，途经施工路段车辆减速慢

行，确保安全通过。

特此通告

2022年9月28日

根据《山东省海洋涉渔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和青岛市海洋发展局、青岛市公安

局、青岛海事局、青岛海警局等九部门联合印

发《涉渔“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部署要求，自今年伏季休渔以来青岛市海洋发

展局组织辖区渔政执法力量在胶州湾及前海

一线海域开展了涉渔“三无”船舶清理整治专

项行动，共计查获涉渔“三无”船舶 37艘，集中

扣押在薛家岛维权执法基地码头。

现向社会发布公告，自此公告发布之日

起，涉渔“三无”船舶所有人（见附件）携带有效

证书证件，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前到青岛市海

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接受调查处理。公告期

限届满后，对经调查属实和无人认领的涉渔

“三无”船舶，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进行处置。

公告期限：自 2022 年 9 月 29 日至 2022 年

11月 29日

联系电话：0532-58897002
地 址：青岛西海岸新区九龙山路 1599

号 109室

特此公告

附件：2022年青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

支队查获涉渔“三无”船舶登记表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2022年9月29日

关于限期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的公告
2022年青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支队查获涉渔“三无”船舶登记表

日期

5月7日

5月11日

5月16日

6月10日

6月14日

6月16日

6月19日

6月28日

船舶所有人

王站远

于丰可

吕良宗

管化嵋

赵宇堂

赵月峰

001船所有人

002船所有人

003船所有人

004船所有人

005船所有人

臧来胜

赵占江

刁镇海

006船所有人

韩林

吕雪良

宋锡茂

查获海域、数量及船东属地

胶州湾海域(东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东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宿流)1艘

胶州湾海域(东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东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宿流)1艘

胶州湾海域(红岛)1艘

胶州湾海域(小港)1艘

胶州湾海域(小港)1艘

胶州湾海域(小港)1艘

胶州湾海域(小港)1艘

胶州湾海域(黄岛)1艘

胶州湾海域(黄岛)1艘

胶州湾海域(西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李村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西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宿流）1艘

胶州湾海域(胶州)1艘

功率（马力）

15

15

40

40

40

15

40

无

无

无

无

12

12

115

无

40

40

40

日期

7月2日

7月4日

7月21日

8月1日

8月3日

9月21日

船舶所有人

刘世勇

刘世林

007船所有人

008船所有人

009船所有人

010船所有人

韩明爱

吕光洲

011船所有人

012船所有人

高伟

013船所有人

014船所有人

015船所有人

016船所有人

017船所有人

018船所有人

019船所有人

020船所有人

查获海域、数量及船东属地

胶州湾海域(西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西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西大洋)1艘

胶州湾海域(宿流)1艘

青岛前海1艘

胶州湾（海西湾）1艘

胶州湾海域(红岛)1 艘

胶州湾海域(红岛)1艘

胶州湾海域(海泊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海泊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海泊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海泊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海泊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海泊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李村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李村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李村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李村河口)1艘

胶州湾海域(李村河口)1艘

功率（马力）

40

40

40

40

8

无

30

15

40

15

无

无

无

无

40

15

无

无

无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

通 告
因地铁 5号线环湾大道站明挖施工需要，自 2022年 9月 30

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长沙路镇平路路口西侧占用部分车行

道、人行道进行全封闭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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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岛自贸片区)关于
青岛地铁可乐石项目请照图变更的批前公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
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地铁可乐石项目请照图变
更进行批前公告，以保证业主及周边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等，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地铁乐石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地铁可乐石项目
建设地点：青岛市黄岛区团结路东、富源十号线南
公告阶段：请照图变更批前公示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1、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管委二楼马上办政务服务中心

大厅及项目现场围挡出入口处。2、中德生态园官方网站通知栏(https:
//www.sgep.cn/index.htm)。

投票地点：中德生态园管委二楼马上办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如需
咨询可拨打咨询电话：建设单位 18853292988，青岛中德生态园管理委
员会生态规划建设部 68977657。

三、现场公告时间：2022年 9月 27日至 2022年 10月 6日
2022年9月27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市北区中央商务区片区
SF0502-109地块项目规划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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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北区中央商
务区片区 SF0502-109地块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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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北城发筑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市北区中央商务区片区 SF0502-109地块
3、建设地点：市北区辽阳西路以北、辽源路以南、福州北路以

西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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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2年 9月 30日—2022年 10月 1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2年 9月 30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公示厅及

公示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5610816

即墨青特城一期交付公告
尊敬的即墨青特城一期业主：

您好！青岛市即墨青特城项目一期房屋（16#、17#、18#、19#、
22#、23#、25#、26#、27#、28#、29#、30#、31#、32#、33#、35#、36#住
宅及商铺）已达到购房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我司将按照政府相关部
门疫情防控要求从 9月 30日起按照“35#、36#、33#、32#、30#、31#、
28#、29#、22#、19#、16#、18#、17#、23#、25#、27#、26#”的先后顺序
每日一栋进行交付。届时，请您带齐下列所有材料及费用，严格按照
通知时间，到即墨青特城项目一期北门的活动地点（青岛市即墨区龙
泉街道河滨一路）办理房屋交付手续。

详情请致电：4000-377-999
您须携带的资料明细表
●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手机健康码即可）；
●房屋销售合同原件；
●全部的房款发票（收据）；
●业主身份证原件（销售合同上所有买受人的身份证原件，未成

年者提供户口簿或出生证明原件）；
●委托他人办理交付的还应提供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

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业主本人及常住家人、亲属等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
●户口本原件。
特别提示：
1、请您接到本通知后，严格按照上述通知时间前来办理交付手

续，如您前来办理交付的时间与上表楼号及时间不符，我司有权拒绝
为您办理交付手续，您需自行承担疫情风险及法律责任。

2、如为省外客户或 7日内有出省记录或位于、经过中高风险区
的业主，或业主本人因其它事宜，不能亲自办理商品房交付手续的，
请另择期或安排委托省内无风险区域的亲戚朋友代为办理交付手
续，但代理人（含夫妻）必须持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否则，代理人将无权代为办理
商品房交付手续。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3、交付前应付清全部房款，否则不予交房。
青岛青特隆泉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规划建设部关于山东兴华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兴华悦府项目规划变更批前公告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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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兴华悦府项目规划建筑方案变更情况进行批前公告，欢迎社会各
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兴华悦府
建设地点：黄岛区江山路西、淮河路南
公告阶段：规划建筑方案变更
变更内容：取消南侧出入口处垃圾收集点，增设垃圾房，并相应

调整停车位位置；门卫室尺寸及建筑外轮廓调整；3#楼1层东侧部分
房间功能调整，部分住宅调整为物业用房，东侧物业用房调整为养老
服务用房；设备夹层结构层高<2.2m，取消计算建筑面积。建筑：取消
屋顶钢结构造型；飘窗上下隔板中间、放置室外空调机处，增设格栅；
顶层阳台顶板取消格栅设计；女儿墙由玻璃栏板改为实体墙；北侧阳
台两侧增设墙垛；调整北侧空调室外机位置；依据消防要求，3#住宅
机房层北立面增设洞口和通风采光窗，该部分建筑外立面相应调整；
3#住宅取消遮挡空调室外机的装饰线脚。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项目建设现场、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

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 //qda.qingdao.
gov.cn/)

投票地点：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大厅

请在公告期间到上述公告地点查看该项目详细介绍,并请按规定
填写意见和建议并到指定投票地点进行投票，意见票应附证明相关
利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
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如需咨询可拨打电话：建设单位 17667518210，开发区规划建设
部86989747。

三、公告时间：2022年10月2日至2022年10月8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部

2022年9月29日

通 知
经青岛姜山金穗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和青岛保驾红文旅有限公司股东

共同决定，青岛姜山金穗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青岛保驾红文旅有限

公司。合并后的青岛姜山金穗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10000万元。合

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青岛姜山金穗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继，请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特此通知

青岛姜山金穗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保驾红文旅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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