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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保项目
早日建成、早见成效。图为重点项目集中
的青岛邮轮母港区域。
修相科 摄

“微更新”让城市“逆生长”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文/图

工作落实。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小而精、小而美，这是城市“微更
多次调研调度，区分管领导常态化研究论证、
新”的精髓。然而对于老城区居民来
督导推进，将街道“微更新”项目实施情况纳
说，城市“微更新”的意义则不仅仅在于
入全区综合绩效考核，激发起了强大的组织
空间改造，它更是生活方式的重塑。
力和执行力。
近期，市北区召开城市“微更新”项
城市“微更新”是城市更新建设中的重要
目建设情况通报会。记者自通报会获
一环，发挥着以局部带动整体、以小切口解决
悉，截至目前，市北区已摸排“微更新”
大问题的关键作用。为了创新设计形式，下
项目 244 个，主要包括城市公园建设、
沉一线发掘亮点，市北区把功能设计作为“微
老旧楼院维修、社区建设等 12 个类别，
更新”项目的关键环节，精选中景设计院、青
目前已有 50 个项目完工启用，58 个项
岛城市设计院等 6 家高水平的专业设计单位，
目正在加快建设，34 个项目预计年底
组建设计公司和设计专家库，与全区 22 个街
前开工建设。
道全面结对，形成“6+22”的设计联动机制，联
“我们要深刻领会做好城市‘微更
合组建设计工作团队，深入公园、广场、小区、
街边等区域徒步“扫街”，以设计师眼光发现
新’工作的重要意义，
‘ 微更新’不是要
城市“微更新”点位，指挥部办公室定期召开
花一笔钱做景观提升，而是以此为契
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要把
联席会议集中研判把关，优中选优。
群众需求作为一切规划的出发点和落
与会人员观看了各街道“微更新”项目亮
脚点，广泛吸收群众意见建议，确保把
点宣传片，并为各街道“微更新”项目考评打
群众的真实需求‘兜’上来。”市北区委
分。
“ 从整体上看，全区微更新项目呈现多点
书记高健在通报会上特别强调。
开花局面。但从局部上看，各街道微更新项
目不平衡，还鲜有精品、亮点项目。”高健一针
见血地指出了全区在城市“微更新”领域工作
■“微更新”后的保儿社区党建文化广场。
上的不足，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 各街
道要进一步加深对城市‘微更新’理念的理
小，五脏俱全”的合肥路街角公园便映入眼 参与改造”的方式，政府投入仅占五分之一。 解，既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要扩大‘微更
“我们结合辖区实际，选择城区建设和项 新’项目评定范围，让‘微更新’项目周边居民
一线观摩，
近距离感受
“逆生长” 帘：色彩斑斓的墙绘和地面、袖珍绿植景观、
一排休闲长椅、一架秋千、滑梯、攀岩墙…… 目施工的盲区、未开发地块及多年来群众反 也参与到考评中，用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来
通报会前，高健带队，前往保儿社区党建 这处面积还不足 100 平方米的地块，被布置 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微更新’的改造 衡量‘微更新’工作的成效。”
广场、合肥路街角公园、错埠岭二路 17 号小广 得犹如一处园林景观。而在半年前，这里还 对象，计划在未来 3 年打造保儿社区党建广
据了解，下一步，市北区将充分发挥规划
场、康乐园服务中心改造项目实地调研，深入 是一块垃圾遍地的边角地。据合肥路街道 场、宁乡路双山军苑小区西侧闲置空地改造 的引领作用，充分考虑项目所在街区周边环
了解老城区“微更新”
“ 微改造”情况。此次调 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面积小，该地块难以 提升、南昌路 120 号三角地改造提升等 7 个 境特点，通过控制性规划调整，系统完善社区
研还邀请了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 单独开发建设，长期荒废，成为城市治理的 ‘微更新’项目。为了解决资金难题，推进‘微 基础保障功能设施，要把群众需求作为一切
网格书记代表等现场观摩，并发放项目手册 难点。
更新’项目尽快落地，我们主动与辖区企业、 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泛吸收群众意见
及考评表。
自今年实施城市“微更新”以来，合肥路 ‘红色合伙人’形成力量联动，坚持资源共享、 建议，确保把群众的真实需求“兜”上来。将
记者在保儿社区党建文化广场看到，该 街道便向居民广泛征求使用意见，同时聘请 成果共享，高效筹措资金。”双山街道相关负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改造，各街道要对标学习
广场铺设了彩色塑胶跑道，还施划了飞行棋 专业设计团队，通过居民投票确定该地块最 责人介绍，目前街道已筹措资金 90 余万元，专 市南以及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先进做法，广泛
跳方等儿童游戏图。
“ 这里原是一处闲置空 终改造方案。结合附近学龄儿童较多等特 项用于城市“微更新”项目。
动员辖区各方力量参与到街道“微更新”项目
地，绿化杂乱、道板破损、卫生脏乱问题严重， 点，增加了儿童游乐设施和安全防护设施，不
中，整合全区更新资源，争取蹚出一条老城区
居民意见较大。借助城市‘微更新’契机，我 仅提升了城市环境，而且满足了人们休闲娱 动员部署，
加快推进
“微更新”
步伐 改造新路。既要抓硬件，对城市肌理、街区空
们在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后，联合各方力量，多 乐的需要，将城市“边角余料”改造为“金角银
间结构等进行细致的保护与发展，更要抓软
方筹措资金 70 多万元，对该区域进行翻新改 边”。目前，除合肥路街角公园外，劲松一路
观摩会结束后，市北区城市“微更新”项 件，对潜藏在城市中的历史、地域文化、风俗
造，打造成集宣传、活动、休闲于一体的党建 便民停车场等两处停车场“微更新”改造也已 目建设情况通报会在区机关一楼第一会议室 风貌进行充分的发掘和利用，依托符合自身
文化广场。”据双山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这处 完成，四季景园微循环项目、恒苑小区文化休 召开。
特点的主题和优势打造特色文化 IP，让“微更
广 场 紧 邻 凯 德 MALL 商 业 综 合 体 和 立 新 小 闲小品等将于今年年底完成。
会上，市北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指挥 新”
“既有里也有面，既有形也有神”。
学，周边有保儿馨都、双山馨城、万科城等 6 个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城市“微更新”改造 部作工作汇报。记者了解到，前期，市北区已
同时，为确保各项“微更新”项目更好更
物业小区，辐射居民 1 万余人。
“我们设置了老 项目，大多是街道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的，比如 经制定《关于聚焦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区 以党 快落地，市北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指挥部
人广场舞区域和亲子区域，更新改造后的小 双山街道采取“物业+街道补贴”的方式，重点 建引领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 也将牵头开展“街道拉单、部门领题”活动，各
广场在晚上尤其热闹，已经成为周边居民休 打造了保儿社区党建广场更新项目、宁乡路 施 意 见》，建 立 起“11335”工 作 体 系 ，将 街 道 街道列出问题和需求清单，各部门接单解题，
闲娱乐的好去处。”
双山军苑小区西侧闲置空地改造提升项目；“微更新”项目作为“三类项目清单”之一，全 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最大限度凝聚
顺着保利双峰路一侧拾级而上，
“ 麻雀虽 合肥路街角公园项目，采取“引导农工商公司 面纳入三年攻坚行动实施体系，项目化推进 合力。

“哪里任务险重，就把党组织建到哪里”

作风能力提升

管控区建起临时党支部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呀，停电了？孩子下午还有网课，怎么办
啊？”11 月 11 日，市北区兴隆路街道杭州路 47
号高风险封控区域因下雨导致高压变电箱故
障，封控楼内 45 户居民家断电。该楼座有需要
上网课家庭 3 户，多户居民用电做饭，如果恰巧
手机没电不能充电，也会造成隔离人员失联，
诱发管控隐患。该封控区域临时党支部掌握
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共建单位——青岛供电
公司施援，并指导抢修人员在做好全面防护的
前提下作业，仅用 1 小时就恢复了供电。
党的二十大提出，
“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
在、力量所在。”11 月初，市北区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为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工作优
势，市北区委突出党建引领，以作风能力建设
为抓手，在管控区建起临时党支部，不断夯实
基层组织“动力主轴”，以过硬的组织力筑牢阻
拦病毒的铜墙铁壁，建起服务保障管控区内居
民的“后勤部队”。
“如今，风险区的判定更加精准，其划分往
往分割了传统的小区范围和基层党组织建制，
原有资源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利用，影响了党
组织的作用发挥。”市北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李婵说。记者了解到，从建强疫情防控的组
织架构、指挥体系入手，市北区优化创新“平急
结合”的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在全区管控区
建立临时党支部，并统筹协调机关下沉干部、

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结合防疫任务，组建了管
控值守、巡逻巡查、核酸检测、隔离转运、物资
保障、机动处置等党员突击队，最大限度调动
各方资源力量，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就把党组
织建到哪里；党组织建到哪里，就把病毒牢牢
锁在哪里、为民服务的触角伸到哪里”。
为了确保指挥体系上下通达、运转顺畅有
序，市北区坚持“合理定域、集中攻坚”，对管控
区按照地域相邻原则归类划片，
把相邻小区、
楼
座划归同一个片区管理，
创新市、
区
“组织共建、
力量共融、资源共享”的党组织设置方式，由熟
悉辖区情况、综合能力较强的“一线工作组”区
直部门“一把手”担任支部书记，市直部门单位
下沉工作组领队、其他兄弟区市支援市北工作

队组长担任副书记，
包联社区的街道班子成员、
派出所所长、
社区党委书记、
网格党支部书记以
及“红色合伙人”党员代表担任委员，把涉及管
控区治理服务的“关键人”全部聚合起来，以政
令畅通集中
“优势兵力”
攻坚防疫难点。
“自 11 月 2 日以来，我们最多的时候建有
51 个临时党支部，实行‘一日一调度一研判一
推进’机制，对疫情防控重点工作排出‘时间
表’、挂出‘作战图’，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不打折扣。”市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管方圆
介绍，临时党支部建立后，共动员 1600 余名社
区党员主动亮身份、当先锋，招募团员青年、退
役军人、热心居民等志愿者 3500 余名，为市北
区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实体经济振兴

让惠企政策尽知尽享
助力企业纾困增效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通讯员 丁 飞
本报讯 RCEP 山东企业服务中心是全国首家聚
焦 RCEP 经贸合作的综合性企业服务平台。记者了解
到，今年以来，该服务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 9300 家，促
进山东外贸保稳提质，推动全省外贸创新发展、高质量
发展。
2022 年是 RCEP 生效实施首年。作为目前全球最
大的自贸协定，
RCEP 为区域内成员间经贸合作提供了
更多便利。据悉，今年前三季度，山东共签发 RCEP 原
产地证书 10.8 万份，数量居全国首位，出口享惠货值
306 亿元，有关企业可享受 RCEP 其他成员方关税减让
约合人民币超过 3 亿元，其中，RCEP 山东企业服务中
心的签证量就占了一半以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目前，该服务中心已实现原
产地证书审签、出口退税、行政审批等事项的“一站式”
办理，贴心的服务让青岛市的外贸企业受益良多。
“今
年 1-9 月，我们累计为日本客户节省 30 万美元的税
额，出口日本的外贸业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
青岛依美时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志伟说。
下一步，RCEP 山东企业服务中心积极落实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发展数字贸易”要求，不断推动技
术和服务升级，以贸易数字化为最终目标，搭建 RCEP
泛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构建溯源通关、物流仓储、普惠
金融、商法法律、海外会展、特色服务 6 大功能体系，帮
助企业拓展市场。

城市更新更美

“飞线”整治见成效
守护天空纯净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通讯员 季婷婷
本报讯 老旧楼院上空的“飞线”既影响居民居住
环境，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延安路街道辖区内共有
开放式楼院 102 处，占楼院总数的 94%，不断增设的线
缆在巷子上空交织，或垂挂，或缠成圈。街道从楼院治
理和居民实际需求出发，主动对接供电公司、通讯运营
商等单位，全面摸排，建立“空中线缆摸排台账”，采取
“一社区一方案”
“一类型一措施”方式整治。目前，102
处开放式楼院的 275 个楼座、682 个单元，26 条次要干
道、11 处背街小巷的空中线缆施工已全部完成。
“我们总结了‘绑辫子’的经验做法，即‘安全生产
列第一、强弱电缆分开理、持证上岗绑辫子、绑好辫子
强管理’，给辖区线缆‘梳头扎辫’。”延安路街道城管办
工作人员武大伟介绍，为了整治顽疾，街道专门成立 5
支“飞线整治”作业队伍，根据线缆分布的特点及用途，
集结成束、捆扎成圈、清理拆除，在施工过程中张贴反
光警示帖，清理规整影响线缆的树枝，确保整治工作无
死角、全覆盖。
“住在老旧小区，
电动车充电一直是个问题。这次社
区安装了充电桩，
方便又安全，
可算是了了大家一桩心事！
”
十五大街便民摊点群门口，
正在给电动车充电的居民王
先生连连称赞。原来，
街道在整治
“飞线”
乱象的同时，
还
以
“为民、
便民、
惠民”
为核心，
从满足居民充电需求出发，
积极联系公安、
消防等部门，
实地勘察辖区充电桩安装环
境，
推进充电桩安装工作，
从源头解决重点区域
“飞线”
充
电问题，
尽力解决居民需求与有限公共空间之间的矛盾。
截至目前，
街道已在十五大街便民摊点群门口、
聚仙路 18
号开放式楼院等安装充电桩 40 个。
另外，记者了解到，为了防止已整改问题反弹，街
道以 31 个网格为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实行动态监管，
推动实地点位问题动态清零；启动“发现一例、整改一
例、教育一例”管理机制，鼓励群众以“随手拍”形式曝
光“飞线”充电等不文明行为，坚决杜绝“飞线”充电现
象回潮，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助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推动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