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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市北
·区市在行动系列特刊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

227项行政审批事项
“一窗办”再提速

本报讯 今年以来，市北区行政审批局全面落实帮办代
办制度，配强帮办专员，为群众打造全程帮办代办的服务平
台，在全市率先完成“一窗式”改革，推动227项行政审批事项

“无差别一窗受理”，前台收件速度提升3倍以上，窗口压缩率
达62%。

据了解，“无差别一窗受理”窗口可提供网络填报、表格
打印、材料预审等暖心服务，实现为民服务“贴心办”、审批业
务“指导办”、集成服务“一件事一次办”。今年以来，市北区
按照标准统一、服务一致的原则，对服务提供、服务过程、服
务评价和管理等内容进行全面梳理，通过模块化设计、清单
化管理、表格式量化等方式构建起一整套“标准化＋政务服
务”体系，以450项“硬标准”夯实政务服务“前沿阵地”。

（陈 睿）

青啤博物馆入选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本报讯 近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确定 53家单
位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公告，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极
具优势的文化创新模式成功上榜，成为青岛唯一入选单位。
这也是该馆继获批首家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国家一级博物
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后，再获国家级殊荣。

坐落于市北区登州路 56号的青岛啤酒博物馆由青岛啤
酒百年前的老厂房、老设备改扩建而成，馆内现有藏品三万
多件。为了让“文物活起来”，青岛啤酒博物馆不断致力于保
护工业遗产、传承工业文明、传播啤酒文化，让“工业旅游”可
观、可赏、可吃、可玩。例如融合年轻人喜爱的剧本杀与密
室逃脱游戏的元素，打造出青岛首个博物馆里的实景穿越
剧游《觉醒的酿酒师》。今年，青啤博物馆将城市文化和啤
酒文化完美融合，打造 1903 青岛酒馆 MIX·淘醉里院项目，
将啤酒主题餐饮、酒吧、面包房、茶馆、民宿等业态融为一
体，成为首个城市主题的复合型啤酒文化空间。

（北 讯）

“每日一学”推动
二十大精神在基层生根

市北“清违护街”行动
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讯 为了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市北区各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大力开展“清违护街”行动。截至目前，
共拆除违法建设总面积28.9万余平方米。

在行动中，针对哈尔滨路、通榆路、伊春路等老旧小区存
在的难点问题，街道综合执法中队坚持和谐拆违，在联合社
区摸排的基础上，先后下达16份《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通
过上门说服、耐心引导、争取自拆、积极帮拆的工作模式，顺
利拆除 22处违建。对于不予配合的业主，执法部门根据《青
岛市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实施意见》的要
求，联合青岛市房产交易中心冻结其房产，将违法当事人列
为失信行为人并予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 （周 扬）

市北入选省青年发展友好型
县域建设试点名单
本报讯 近日，市北区成功入选山东省青年发展友好型

县域建设试点名单，为实现打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的目标
增添了底气。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北区开展了“学习二十大、永远跟
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团日等活动，筑牢青年群体思想基
础；通过举办“艺术之光”台柳路 1907 文化艺术节、第三届

“新媒体之夜”时尚盛典、青岛国际青年时尚文化艺术节等
活动，全力打造时尚 IP，增强区域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市
北区还成立了市北区青年美术家协会、市北区街舞联盟，市
北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微心愿”圆梦、公益大集等
订单式服务活动 40 余场，并通过山东省青年企业家创新发
展国际峰会，主动对接北京云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吸纳其山东区域总部企业落户。依托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市北区组织 170 余名
高校学子到机关、街道社区体悟实
习，开展线上线下高校招聘会5场，达
成就业意向50人。 （北 讯）

疏堵点：浮山后4条道路
进入“打通倒计时”

近日，劲松二路打通工程现场热火
朝天，家住附近的王先生每次路过这里
都要看一下工程的新进展。眼下，劲松
二路开始铺装沥青层，现场工人正忙碌
地进行养护作业，王先生的心里充满了
期待：“平常上班我只能从劲松一路那边
绕道辽阳西路，早高峰、晚高峰特别堵。
劲松二路打通之后，我估计到达辽阳西
路只需要两三分钟，方便多了。”

据了解，劲松二路打通工程南起辽
阳西路、北至同和路，道路全长 356 米，
道路红线宽 15 米，规划双向三车道，目
前工程进度已过半，正向着“年底具备通
车条件”的目标加速迈进。

浮山后片区是市北区人口最密集的
区域，也是市北区高质量发展所倚重的
经济地段。根据今年的城市更新计划，
该片区域有4条道路即将实现打通。除
了劲松二路，不远处的劲松一路、宁安
路、同德路打通工程也在加紧施工。

根据规划，劲松一路打通路段南起
同德路，往北延伸至规划2号支路，再从
规划2号支路东延至劲松三路，全长410
米，道路红线宽15米。整个工程贯穿同
德路北侧正在开发的地块。

“劲松一路工程从今年 5 月份开始
建设。目前两层沥青层摊铺已经全部完
成，工人们正给道路画线，后面将转入路
基、面层、附属设施、交通安全设施建
设。从眼下进展看，年底具备通车条件
的目标有望提前实现。”现场项目负责人
满新海介绍。

据了解，劲松一路打通后，不仅可以
为附近的新开发小区如保利大国璟和金
地华章等提供地下水电暖气市政管网的
配套保障，还将连接同期建设的规划 2

号支路（黑龙江路至劲松一路路段）、东
侧规划路（劲松一路至滁洲路段），从同
德路向北贯穿滁州路直到黑龙江路，有
效缓解作为浮山后一带主干道的劲松三
路和黑龙江路的压力。

同样令附近居民期待的还有宁安
路和同德路的打通。据市北区城管局
介绍，宁安路（同德路至滁洲路段）目
前地下结构施工全部完成，已经转向
地上结构施工；同德路（劲松三路至劲
松四路段）正在按计划节点有序推进，
将于年内通车。

4条道路打通后，将连通起滁州路、
同德路、劲松三路、劲松四路、合肥路、
同和路、辽阳西路，织成一体化的道路
交通网络，大大缓解周边劲松三路和黑
龙江路等道路的交通出行压力，丰富周
边居民的出行选择，释放区域经济发展
活力。

在今年市北的市政交通设施建设
攻坚行动中，共有 6 条未贯通道路列入
项目清单，除浮山后集中了 4 条新路
外，还有四机规划纵二路（规划横三路
至杭州路段）和唐河路（规划金沙二支
路至镇平路段）也在施工建设中，将于
年底实现通车。

攻难点：山东路-鞍山路
立交西南象限征迁提速

山东路-鞍山路立交桥工程是青岛
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重
点项目。它连通山东路、杭鞍高架，是实
现山东路快速通行的通道，对于缓解山
东路-鞍山路节点交通拥堵、改善市民
出行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带动片区更新
改造与升级发展有重要意义。

规划中，立交桥从鞍山路到山东路
将从西向南右转地下匝道，接入山东路
主线地道，立交桥西南象限总占地约1.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此
处区域涉及公司改制遗留、产权不一致、
应拆未拆历史遗留建筑、大片临街网点
建筑等多元复杂问题。

为确保工程如期开展，市北区迅速
组织区城建局、敦化路街道、环海湾集团
等单位成立项目工作专班，扎实推进山
东路-鞍山路立交工程西南象限征迁工
作。专班先后走访4个市级部门、4个友
邻区市、3 个区级部门，摸清了底数、建
立起台账。

该片区面临面积大、户数多、历史遗
留问题多、时间跨度大、权属情况复杂等难
题，工作人员如何高效推进征迁工作？

经过一致研究，征迁专班决定采取
“单元管理、分片推进、协同作战”的征迁
模式，将西南象限征收区域划分为 3 个
工作片区，同时，邀请了专业的律师进入
征迁队伍，明确各项工作完成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我们每天的工作
安排都很紧密，每天的调研和约谈结束
后要立刻碰头，根据摸排到的情况做小
结。”专班工作人员说。

面对不同的征迁难题，专班工作人
员琢磨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像鞍山
路 80 号，存在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专
班工作人员就多次登门拜访征迁对象，
与他们反复沟通协商，拿出符合群众利
益的征收补偿方案，且全程有律师协调
代办市级部门过户手续、代缴费用，群众
不需要跑腿在家就能把事情办完。

截至目前，市北区已完成了鞍山路
86号原市北区中医院、鞍山路80号宝丽
宾馆、山东路 138 号沿街网点房屋等搬
迁腾房和拆除工作，累计腾退70余家商
户，拆除房屋约12000平方米，为项目进
场施工、道路调流和管线迁移腾出了作
业面。

据悉，市北区还计划整修28条市政
道路，目前已有9条完成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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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北区税务局通
过“读报告、看报道、微党课、读书分享会”等多种形
式，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图为青年党员
正在通过“每日一学”活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
层落地生根。 万云军/图 李昌峰/文

■■南京路市政南京路市政
设施综合整治项目设施综合整治项目
主线道路正式通车主线道路正式通车。。

修相科修相科 摄摄

■■立体式交通网畅通城市立体式交通网畅通城市““血脉血脉””。。
图为市北区西部交通网图为市北区西部交通网。。

修相科修相科 摄摄

■市北市政公司及时养护路面，
确保通行畅通。 何爱青 摄

■■山东路—鞍山路立交桥启动新规划山东路—鞍山路立交桥启动新规划，，这里这里
将告别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现状将告别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现状。。 北北 讯讯 摄摄

■11 月中旬，劲松一路打通
工程正在施工。 纪姗姗 摄

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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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城市的“血管”，道路是否顺畅，事关居民出行，也制约着产业发展。
市北区抢抓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机遇，压实责任紧抓工期，今年将
打通6条新路，加快山东路-鞍山路立交桥西南象限征迁，疏通“血管”瘀滞，捋顺
城市路网“堵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