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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本报 1月 21日讯 记者从
市发展改革委获悉，青岛在扩内
需稳增长上持续用力，抓紧重点
项目建设，确保一季度省、市重点
项目开工在建率达到 70%以上，
奋力实现“开门红”。

据了解，把项目建设作为撬
动城市未来的“支点”，青岛立足
于早、着眼于快，提早谋划、抢先
部署。在新年到来一周之前的
12月22日，市政府就印发了2023
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发布时间
较上一年度再次提前两周。1月
6 日，青岛在中央结算公司发行
2023 年全国首场地方政府债券
212.6 亿元，其中专项债券 171.6
亿元，投向海尔路-银川路交通
基础设施、官路水库等 153 个公
益性项目，涉及总投资 2300 亿
元，抢占先机为重点项目建设提
供资金保障。

与此同时，青岛更在制度层
面为加快项目建设创造更好条
件。围绕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
设，力促“开门红”“开门稳”，青岛
在《关于做好当前经济社会运行
有关工作确保企业不停产项目不
停工民生保障不受影响的通知》
中提出了多项针对2023年省、市
重点项目的奖励激励政策，鼓励
引导项目单位春节期间不停工，
备足人材物料，大干快上，尽快
形成实物工作量。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确保一季度省、市重点
项目开工在建率达到 70%以上，
青岛还将进一步加大项目服务
支撑力度，形成重点项目推进合
力。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
青岛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密切
协调配合，强化重点项目土地、
资金、规划、能耗、环评等各类要
素保障加大项目服务支撑力度，
形成重点项目推进合力。建立
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依
法依规实行容缺受理、并联审
批，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
健全完善市级领导顶格推进重
大项目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制约
项目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确
保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强化督
导落实，按照“工作项目化、项
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要求，分门别类建立项目清
单，逐个项目明确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切实提高
项目谋划、建设、管理的精准度。深入一线督导，组
织开展观摩，坚持月调度、月通报，千方百计推动项
目提速提效、投资放量。加强项目建设进度、投资强
度和产出效益全过程评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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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1月21日讯 根据全国技术合同管理与

服务系统数据统计，2022年青岛共完成涉海技术交
易 942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40.80 亿元，同比增长
28.22%。其中海洋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海洋
新能源、海洋先进制造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为
21.18 亿 元 、14.68 亿 元 、2.78 亿 元 ，累 计 占 比 达
94.71%，我市海洋领域实体经济技术合同成交优势
明显。

2022年，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紧紧围绕我市
出台的“海创计划”“硕果计划”“沃土计划”三大政策
文件的关键指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在蓝谷核心区，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
升级完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进一步加强
汇聚海洋领域创新要素资源，通过设置科技实时数
据显示屏，加快推进科技成果对接信息共享，该平台
目前已推广展示技术专家 16782 名、仪器设备 2091
台、科技成果数量 46982项、企业技术需求 5627项。
精准开展产学研对接，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根据
企业技术需求，建立分类梳理、筛选评估、定向推送、
长期跟踪等服务流程，协助高校院所开展“订单式”
研发服务，联系重点企业 350 余家，对接全国院所
100余家。

青岛去年海洋技术
成交额突破40亿元

同比增长28.22%

地上，运输车载着提前预制好的管片不
时驶入；随着司机的精准操作，160 吨的智能
龙门吊向着距离地面20多米的地下缓缓吊运
预制构件……除夕，在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的
黄海学院站，建设者们坚守在岗位上辞旧迎
新，火热的施工场景一如往常。

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是山东省2023年重
大实施类项目。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推进10条地铁线路建设，实现地铁6号线
一期试运行。6 号线一期工程全部位于西海
岸新区，起点为辛屯路站，终点为生态园站，
全长约30.8公里，共设21座车站，全部为地下
站。黄海学院站是第6座车站，位于开城路和
规划黄海东路丁字路口交叉处，为地下两层
岛式车站。黄海学院站采用装配式施工，同
时为区间盾构提供双向始发条件，是全线控
制性节点。受前期施工组织、工序交叉转换

等因素影响，工期压力较大。春节前，青岛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西海岸建设分公司、中建八
局青岛公司联合组建五十余人的攻坚先锋
队，设立青岛地铁 6 号线 03 工区项目工期节
点攻坚作战指挥中心，24小时攻坚值守。

“模板上的钉子还没有拆卸，大家注意要
拿稳，防止模板跌落砸到人，接的时候要小心
别被钉子划伤手。”龙门吊滑轨尽头，中建八
局青岛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土建03工区木工
组工班长闫茂森站在高2.2米、宽40厘米的轨
道梁上，配合工友完成轨道梁模板搬运工
作。闫茂森的老家在吉林四平，2017 年来到
青岛，参建过地铁 8 号线，三年前“转战”6 号
线。今年春节，因工期紧，他和 9名班组成员
选择留守岗位。除夕这天，趁着中午休息，他
打开视频，跟家人聊了聊家常，报了平安。“对
于我不回去过年，家里人表示了理解支持，叮

嘱我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一定要注意安全。”
闫茂森说，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不能跟
家人团聚，心里有一点点遗憾。但留守也有
留守的价值和意义，能为青岛地铁早日建成
通车贡献一份力，他感觉很自豪。

6 号线 03 工区施工范围为三站三区间，
包含两个暗挖车站、一个明挖装配式车站和
两个机械掘进区间。在18个工点中，有9个工
点春节期间不停工，留守的一线工人和管理人
员达到520多名。老家甘肃的中建八局青岛地
铁6号线一期工程土建03工区项目负责人赵
学智就是留守人员之一。“春节期间，在保障现
有主体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还要统筹部署车
站出入口、风亭结构和年后施工任务资源。”在
赵学智看来，春节留守对节后快速复工复产、
更好地保障后续各个节点目标顺利实现具有
重要意义。 (下转第二版）

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

1400余名建设者春节奋战一线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建亮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春节是阖家团聚，但
对于港口人来说，他们的年味却是坚守。除
夕当天，山东港口青岛港泊位饱满、大船云
集，佳绩连连、捷报频传，全港发扬“港外过
节、港内大干”优良传统，昼夜完成船舶靠离
128艘次，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箱量分别同比
增长6.2%、11.2%。

从大港港区到前湾港区再到董家口港
区，粮食、纸浆、纯碱、铜精矿等各货种船舶密
集到港，生产高效接连不断。在山东港口青
岛港前湾港区干散货码头，两条几内亚铝矾
土船“雪妮斯”和“惠华海”统筹调度、一体推
进，创出该货种单班卸船 3.4 万吨新纪录，勾
勒出一幅春节生产会战的“红火画卷”。

和传统印象中的露天作业、脏险苦累不
一样，如今的青岛港干散货码头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工人在舒适的中控室里穿西
装打领带，远程操控手柄，再也不用冒着严寒
爬上 40多米高的门机。支撑这个码头的“智
慧大脑”正是青岛港新研发的干散货码头全
过程智慧管理平台。

“众所周知，集装箱码头有自己的智能管

控 tos 系统，但是干散货作业工艺复杂，国内
各港口尚未有成熟的管控系统。我们用了一
年时间完成了系统的开发，在1月7日正式上
线试运行。”“伟丽创新团队”带头人、山东港
口青岛港前港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经理赵
伟丽介绍。

干散货码头全过程智慧管理平台主要包
含智慧调度、智慧库场、设备控制三大核心技
术。其中，智慧调度系统是“决策层”，利用电
子调度代替人工调度，包括船舶靠移泊计划
推优、船舶时序图自动生成、生产计划推优；
智慧库场系统搭载了船舶、货垛、流动机械、
市提车辆、固定机械、洒水喷淋设备等现场作
业数据信息，实现生产组织可视化；设备控制
系统实现设备作业的一键启动、一键调舱、一
键暂停等全流程作业控制。

“一艘20万吨级矿石巨轮靠泊，要根据船
舶信息、气象信息、泊位情况、作业效率、库场
状况、业务情况等，通过一系列计算和分析来
制定船舶靠移泊计划。以前都靠人工制定计
划，并绘制船舶时序图，现在则是通过系统的
算法规划船舶时序， (下转第二版）

山东港口青岛港：

除夕真忙：靠离船舶128艘次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1月 18日清晨 5点 10分，天还没亮，自然
资源部北海局青岛海洋科学考察基地内，“向
阳红52”船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缓缓掉头，驶
离码头，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赴距离青岛
55 海里的千里岩岛。当天，自然资源部千里
岩海洋环境监测站（以下简称“千里岩海洋
站”）站长姜文凯乘船送蒋涛、杨军涛、陈昭旭
3名观测员上岛，替换在岛上的车豪杰、张辉、
郭栋。这是千里岩海洋站春节前最后一次值
班轮换和物资补给，也是青岛日报记者连续
第八年登岛千里岩，记录他们的守岛故事，见
证千里岩的变化。

“前后靠岸准备！”经过4个多小时的航行，
“向阳红52”船抵达千里岩。听到船长指令，船
员们开始准备靠岸。姜文凯等人也忙碌起来，
清点、打包补给物资。早已在码头等候的车豪

杰、张辉、郭栋张开双臂，踮着脚向船上挥手，
几乎要跳起来。车豪杰带上岛的小狗“可乐”
也兴奋地跑来跑去。他们已在岛上值守了近
50天，船的到来意味着可以回家过春节了。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海况好，没有涌
浪，潮位也合适。”船尾平稳地停靠在了只有
二三十平方米的码头上，舷梯很快架设好。
姜文凯抱起一个装有打印机的纸箱子，快步
登上了岛，如履平地。相较以往的肩扛手提，
如今船上的搬运装备有了升级，绝大部分的
米、面、油、蔬菜、水果、液化气等可以用吊臂
吊运到码头。

不过，补给物资要搬运到海拔 70 多米的
千里岩海洋站综合楼，仍然要靠人力。路是
贴着海岛石壁修建的300多级台阶，呈“之”字
形。数百斤的物资，要来回搬运十几趟。记

者“爬”完台阶，来到千里岩海洋站时，已气喘
吁吁、两腿发软。而这条路守岛观测员们每
天要走五六趟，早已习以为常。

千里岩岛南北狭长，仅有 0.135 平方公
里。从地图上看，它好似一叶“漂浮”在黄海
中部的扁舟。岛上没有淡水，没有常驻居民，
几乎没有泥土。如果没有补给，人类很难在
岛上长期生存。遇到大风大浪，补给船来不
了，吃饭就成了问题，不得已三顿饭变两顿
饭、一顿饭，甚至无米下炊。

千里岩海洋站是我国一类艰苦海洋台站
和基本发报台站。7名观测员轮流上岛，每期
3 人。3 名观测员轮流值气象白班-大夜班、
小夜班和水文班，观测潮汐、海浪、风速、海表
温度、海表盐度等17种海洋环境数据。同时，

（下转第二版）

千里岩岛：海上孤岛观测升级“智能化”
青岛日报记者连续第八年登岛，记录守岛故事、见证岛上变化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世锋

除夕当天，山东港口青岛港泊位饱满、大船云集。

6号线建设者查看构件安装情况。
周建亮 摄

蒋涛往岛上搬运物资。 韩 星 摄

我为青岛自豪，遥祝家乡更好
天南海北青岛人为家乡送上新春祝福 ■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