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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获评“十大道德模范”100人获评“最美新区人”
青岛西海岸新区2022年度道德模范、文明好事、最美新区人揭晓

72023年1月21日 星期六 专 版

道德引领文明，文明推动进步。近日，青岛西
海岸新区 2022 年度道德模范、文明好事、最美新
区人发布仪式举行，吕传伟等 12 人获评“十大道
德模范”，“坚守‘1 元’诚信，收获亿万赞扬”等获
评“十件文明好事”，张瑶瑶等100人获评“最美新
区人”，宋芹亮等30人获评“最美新区人提名奖”。

此次活动是新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举措。在社会各界推荐
的 107 名道德模范参评人选、39 件参评好事、646
名最美新区人参评人选基础上，经评委会评选、征
求执纪执法部门意见、面向社会公示、综合评审等
环节选定。

发布仪式现场，新区全国、全省、全区往届道
德模范、最美新区人先后为此次获奖者授奖。《爱
在延续》《好人歌》《最好的安排》《一起向未来》等
新区原创歌曲、舞蹈节目精彩呈现。不顾个人安
危勇闯火场智救瘫痪老人的 69 岁杨美芹等人的
感人事迹，让观众再次感受到大爱的力量。

道德模范是新区闪耀的道德灯塔，体现了百
姓认同、社会崇尚、时代需要的鲜明价值导向。此
次入选的道德模范除了“英雄奶奶”杨美芹，还有
勇闯火海救人的尹金洋、薛成军、于正平，热心救
助孤寡老人的“活雷锋”吕传伟，一诺千金、济困助
学的杨浩杰，连续 4 年遵从约定照顾困难孩子的
邢彩丽，14年续写奶奶捐资助学大爱事业的臧虹
汝，在各自岗位无私奉献、奋夜拼搏的李雨墨、周
晋升，全身心任劳任怨照顾老人的王霞、闫淑莲。

坚守“1 元”诚信，收获亿万赞扬；“老漂驿
站”，为漂泊的老人驻个“家”……十件文明好事通
过诚信善举和温暖善行，传递美德文明力量。来
自各行各业的 100 位最美新区人，再次彰显了新
区人民不畏辛劳、勇于奉献、奋斗创造、勤俭节约
的精神，充分体现出新区时代新风新貌，树立起崇
德向善时代标杆。

近年来，新区坚持以先进典型引领思想道德
建设，持续开展典型选树宣传活动，强化好人共生
效应，涌现出一大批坚守本职、乐于奉献、积极向
上的身边榜样。2022年，新区30人获评全国最美
教师、山东好人等市级以上荣誉。全区累计推出
国家级先进典型23人、省级86人、市级234人、区
级700余人，在全区形成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
良好风尚，凝聚起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示
范引领区的强大正能量。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锦玛克棉花研发投资
项目（东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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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岛锦玛克棉花研发投资项目（东地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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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锦玛克棉花研发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青岛锦玛克棉花研发投资项目（东地块）变更
建设地点：东港头村以南，东港经路以西
设计单位：青岛华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变更
设计变更内容：
原7层1#综合楼变更为3层A1、A2、A3科研楼，建筑高度变更为17.67m ；

东侧、北侧门卫变更为 1#、2#传达室。地上停车位变更为 45个，地下停车位
变更为99个。

详情见审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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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相关利害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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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66673；建设单位18661973222
四、公示时间：2023年1月28日至2023年2月3日

2023年1月19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青岛自贸片区)关于智
能制造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批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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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
住房项目进行批前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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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建设地点：中德生态园纵八路东侧、横十二路南侧
公告阶段：规划建筑方案及请照图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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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1747668，中德生态园生态规划建
设部68977657。

三、现场公告时间：2023年1月22日至2023年1月28日
2023年1月19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原东方饭店
地块城市更新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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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东方饭店地块城
市更新项目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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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政府
2、建设项目：原东方饭店地块城市更新项目
3、建设地点：青岛市市南区龙口路以西、大学路以北、广西路

以南、常州路-人民会堂以东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区（东海东路 78号）、青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2日——2023年 2月 10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2月 1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城市

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项目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0532-83888059 0532-8569907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世园综
合服务中心规划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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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沧区世园综
合服务中心项目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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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融源文旅集团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世园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3、建设地点：李沧区广水路以北、宾川路以西
4、公示阶段：规划变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大厅（东海东路 78号）、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李沧区宾川路与广水
路交叉口以北 100米）。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8日—2023年 2月 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2月 1日—2023年 2月 3日
四、反馈方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展览

馆公示区及项目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金水路北
LC0605-81地块规划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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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沧区金水路北
LC0605-81地块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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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世园城茂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金水路北LC0605-81地块
3、建设地点：李沧区涞水路以北、东川路以东、汇川路以西
4、公示阶段：规划变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大厅（东海东路 78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汇川路与曲水路交叉口往
南 30米）。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8日—2023年 2月 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2月 1日—2023年 2月 3日
四、反馈方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展览

馆公示区及项目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金水路北
LC0605-137地块规划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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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沧区金水路北LC0605-137
地块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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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世园城茂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金水路北LC0605-137地块
3、建设地点：李沧区世园大道以北、东川路以东、汇川路以西
4、公示阶段：规划变更
二、公示方式：青岛规划展览馆公示大厅（东海东路 78号）、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项目现场（汇川路与曲水路交叉口往南 30
米）。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8日—2023年 2月 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2月 1日—2023年 2月 3日
四、反馈方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展览馆公

示区及项目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东李花园
12班幼儿园项目规划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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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沧区东李花
园 12班幼儿园项目规划变更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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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旭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东李花园 12班幼儿园项目
3、建设地点：李沧区银液泉路以东、规划二号线以北
4、公示阶段：规划变更
二、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8日—2023年 2月 3日
其中项目现场：2023年 1月 30日—2023年 2月 1日
三、公示地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城市展览

馆公示区（东海东路 78号）、项目现场（李沧区银液泉路以东、规
划二号线以北）。

四、其他事项：请参观公示的人员将意见和建议按规定填写
后投入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21361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李沧区楼山河南
片区碱厂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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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沧区楼山河
南片区碱厂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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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通城市更新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李沧区楼山河南片区碱厂片区控规调整
3、建设地点：楼山河以南、四流北路以西、胶济客专以东、衡

阳路以北
4、公示阶段：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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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3日—2023年 2月 21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

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
咨询电话：87611291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优质食品产业园技
术创新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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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质食品产业
园技术创新中心项目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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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环湾置业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优质食品产业园技术创新中心
3、建设地点：城阳区城阳街道办事处祺阳路与环城北路交叉

口西侧
4、公示阶段：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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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3日——2023年 1月 29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7日——2023年 1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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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65366

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配套
职工公寓项目规划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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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配套职工公寓项目规
划变更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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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设单位：青岛动车小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建设项目：配套职工公寓项目
（三）建设地点：城阳区棘洪滩街道锦盛四路以东、宏祥六路以

南
（四）公示阶段：规划变更公示
二、公示方式：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管委网站及公众号、国

创中心展览馆公示厅（城阳区春阳路西端）、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1月22日—2023年1月28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1月22日—2023年1月2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管委反馈电话及公示

现场意见箱
反馈电话：87701830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崂山悦府
项目规划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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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崂山区中韩街道辽
阳东路崂山悦府项目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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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崂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崂山悦府项目
3、建设地点：崂山区中韩街道辽阳东路
4、公示阶段：规划建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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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8日——2023年 2月 3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1月 29日——2023年 1月 31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规划

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889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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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工业项目红线内施工，自 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3日暂时占用新源路（株洲路-松岭路）部分人行道。

施工单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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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13日

2022年度“十大道德模范”事迹简介

助人为乐型

吕传伟，男，38 岁，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公交驾驶
员。吕传伟二十年如一日甘于奉献，带领同事长期帮扶8位空
巢老人和 2 名春蕾女童，个人累计支出 5 万元用于公益事业。
他九年照顾九旬空巢夫妇郝大爷和黄大娘如亲生父母，两次救
助老两口性命于危急时刻；他关爱晚年丧偶的空巢老人刘阿
姨，帮助她再次乐观积极拥抱生活。他助人为乐的事迹先后被
学习强国、青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40余次，其中帮助九旬空巢
夫妇的报道仅新浪微博浏览量超 3300 万人次，为全社会文明
建设凝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杨浩杰，男，25岁，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市政管理有
限公司设备管理员。他是以义举言善心的“守家人”，毅然救
下煤气中毒的独居老人；他是以暖行诠孝心的“义剪人”，为
老人义务理发 1000 余人次；他是以守护暖童心的“助学人”，
筹款3万元，帮助20余名特困学生完成学业；他是16名孤寡老
人的“一号联络员”，为爱分身成为老人们的电工、保洁工、粮食
转卖工……8年春秋，他以真情大爱融入无言之行，以赤子之心
诠释人间真善。

见义勇为型

杨美芹，女，69 岁，黄岛街道郭家台子社区居民。2022 年
6月12日下午3时许，杨美芹正在家中蒸馒头，忽见西邻郭永年
老人家火势冲天，郭永年老两口均年过九十，老伴长年瘫痪在

床，于是杨美芹直冲郭永年家，撞开他家房门；发现郭永年老人
瘫坐在院中束手无策，瘫痪的老伴躺在屋中，杨美芹又折返回
家，边让儿媳打119报警，边拎着湿毛巾跑回老人家，浓烟弥漫
无法入内，已经被浓烟呛得满脸通红的瘫痪老人奋力地爬至窗
户边，杨美芹先将湿毛巾敷在老人脸上，又跟儿媳拼尽全力将
老人从窗户救了出来，最终火情得到控制，两位老人被安全救
出；杨美芹则由于紧张、用力过度等情况，坐在地上久久不能起
身，检查发现左脚脚踝裂纹骨折。

尹金洋，男，30 岁，长江路派出所辅警；薛成军，男，51 岁，
瑞旺家饺子馆经理；于正平，男，42岁，薛家岛街道南屯股份经济
合作社工作人员。2022年1月9日上午，薛家岛街道南屯经合社
一居民楼突然燃起大火，火势迅速沿外墙冲到房顶。听到居民
求救，刚下夜班回家的尹金洋与薛成军、于正平不顾现场浓烟滚
滚，先后两次冒险进入起火居民家中搜救，最终将晕倒在家的居
民救出。尹金洋、薛成军因一氧化碳中毒送医治疗。以血肉之
躯，行勇者之举，他们三人是身边的榜样、平凡的英雄。

诚实守信型

邢彩丽，女，34 岁，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公交驾驶
员。邢彩丽十数年如一日，言出必行，用行动诠释着诚实守信
的价值准则，她以一句“阿姨一定会常来看你”与时年8岁的小
森定下了“爱的约定”，连续4年定期往返90多公里，帮扶父母
均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小森家庭，先后筹集2万元爱心
善款用于帮助孩子。在她的陪伴下，小森从过去的孤僻沉闷变
得开朗活泼，学习成绩名列第一。一次偶然的听说，一句简单

的承诺，4年用心的陪伴，邢彩丽用她无声的行动践行着一名共
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臧虹汝，女，33岁，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有限公司
职员。她是山东省文明家庭“助学奶奶”耿秋萍的孙女，奶奶临
终前的一声嘱托，她14年来为爱坚守一句承诺，续写着长辈们
捐资助学31载的不渝信念。自2008年起，臧虹汝累计联系200
余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筹集近14万元爱心善款，资助困难学
生460余人次。她以无言付出点亮无数学子的星火求学愿，以
人间大爱谱写了温暖人心的守诺助学故事。

敬业奉献型

李雨墨，男，26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技师。面对援
外任务，他主动请缨参加青岛市援助菏泽和山东省援藏医疗
队，在两地连续奋战 3 个月，完成核酸检测 260 万人份，荣获
日喀则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援助医疗队员”、青岛市
第十批援藏干部“最美逆行者”称号；面对新区疫情，他昼夜
连轴转、吃住在单位，共完成检测核酸样本 350 万份，为新区
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医者
的铮铮誓言。

周晋升，男，42岁，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刑侦大队技术室
民警。参加工作十七年来，周晋升一直奋战在基层刑事技术
岗位，从事理化检验、勘查现场、DNA检验和DNA数据库建设
等工作。共检验理化检材8000余份；勘查现场1500余起，利用
指纹、DNA 等痕迹物证破案 100余起；建成 5万余人的违法犯
罪人员 DNA 数据库和 10 万余人的男性家族排查系统，检验
DNA案件280余起，并利用DNA检验技术和DNA数据库破案
400余起，在一批重大案件和民生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孝老爱亲型

王霞，女，45岁，灵山卫街道西街股份经济合作社会计。她
是一名体贴的孙媳妇，在奶奶卧病在床后，她悉心服侍，直到老
人安详离开人世。两年间，她每天为奶奶擦拭身体、按摩、涂抹
药液、喂饭……除了工作，她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照顾老人和家
庭上。她用孝心守望亲情，用辛勤汗水演绎平凡中的伟大，用
最质朴的行动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位成员甚至周边邻里，让孝德
家风成为美谈。

闫淑莲，女，54岁，隐珠街道大河东社区居民。面对突发疾
病导致全身瘫痪的公公、身患重病失去自理能力的婆婆，闫淑
莲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的事业，关掉了经营多年的店铺，全身
心地投入到照顾两位老人中，任劳任怨。这一照顾就是七年，
她用辛勤的手、善良的心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青岛西海岸
新区2022年度十大
道德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