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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本报1月21日讯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了第二批山东省旅游民宿集聚区培育名
单，全省 27 个集聚区上榜，崂山区沙子口街道
和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成功入选。

沙子口街道位于崂山南麓，崂山区东南
部。黄海之滨，三面环山，面向大海，拥有优质
的沙滩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海—村”
乡村空间布局。目前，沙子口街道有 A级景区
2 家，星级酒店 1 家，特色民宿 95 家，形成了以
流清湾片区为主导的产业，包括民宿、渔家宴、
崂山茶、果品采摘等。

从零星发展到百花齐放，从单一住宿到旅
游休闲必到打卡地，从摸索前行到如今规范发
展……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美的自然
环境和丰富的人文风情，王哥庄民宿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成为山海小城王哥庄又一特色名
片。辖区共有各类民宿 450 余家，其中高端民
宿44家，拥有客房500余间。

按照省文旅厅要求，各地文旅部门将强化
政策扶持，加大对培育单位指导力度，推进旅游
民宿集聚区建设取得成效。培育单位将严格对
照《旅游民宿集聚区创建导则》要求，健全管理
运营体制机制，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培育旅游业
态，提升服务水平。

青岛两街道入选第二批
省 旅 游 民 宿 集 聚 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本报1月21日讯 为倡树和谐文明新风

尚，培育“反对浪费、崇尚节俭”良好风气，连日
来，市南区积极组织开展文明餐桌主题实践活
动，通过文明家庭代表、志愿者的带动，倡导广
大市民和餐饮商户春节期间践行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

市南区香港中路街道办事处联合青岛银座
商城举办“传承美德迎新春 健康节俭过大年”文
明餐桌主题实践活动。同时，香港中路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局队员、社区志愿者也和小志愿者们一
起开展了垃圾分类入商户宣传，发放垃圾分类源
头减量倡议书、垃圾分类投放指引，引导居民春
节假期响应光盘行动、践行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市南区江苏路街道龙江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公勺公筷 文明就餐”文明餐桌宣讲倡树
活动。市南区湛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们走进青岛万象城餐饮区，向餐饮店工作人员及
顾客分发文明餐桌倡议书，宣传文明用餐知识并
倡导消费者合理消费、按需点餐。

青岛积极营造
文明用餐氛围

春节主题灯光秀点亮浮山湾

■1月21日（除夕）晚，春节主题灯光秀点亮青岛浮山湾。灯光秀以瑞兔、灯笼、中国结、祥云、鞭炮等为主要元素。据悉，春节主题灯光秀将持续
至1月27日（正月初六），时段为每天19：00至19：15、19：30至19：45。 刘 栋 摄影报道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本报1月21日讯 “春满人间百花吐艳 福

临校园四季平安”，这幅银钩铁画的书法出自青
岛六十八中新疆班学生之手。写春联、包饺子、
吃着烤羊肉、跳起新疆歌舞，新疆班学生的春节
热闹、温暖。同样留青过年的还有青岛经济职业
学校的 29 名西藏学生，学校为学生准备了“春
晚”，还为每位学生准备了过年的新衣，希望他们
在远离家乡的第二故乡——青岛，也能感受到如
父母般的关爱和温暖。

21 日一大早，和新疆学生结对的老师们就
把春节的礼物送到学生手中。“今天一天都在收
礼物，太开心了！”维吾尔族的伊尔潘说，礼物饱
含着老师对大家的爱。班主任定制了写有汉语
和维语的蛋糕，任课老师送来写着所有学生名字
的小蛋糕，有人带来家乡美食馕、烤肉。校长翟

召东更是给每个人都送上红包。笔墨铺就，留校
过年的新疆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迎新春、写春
联，同学们妙笔生花，将美好的祝愿留在春联上，
并通过视频，将辞旧迎新、吉祥如意的心愿分享
给远方的父母。下午，师生们一起动手，为年夜
饭准备饺子。来自喀什的阿迪莱告诉记者，在新
疆，大家也一样包饺子庆祝春节，所以同学们包
饺子的功夫都不错。在欢声笑语中，创意十足的
饺子出炉，大家用饺子摆出了“兔年大吉”“新年
快乐”字样。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的春节联欢晚会上，29名
西藏班孩子次第登台，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特
长和风采，用舞蹈《锅庄》、大合唱《幸福拉萨》表
达对美好生活的赞美与祝福。压轴舞蹈《太阳升
起的部落》更是凝聚着西藏学子对党和国家的感
恩之情。

写对联、包饺子、领红包……

新疆班西藏班学生在青过年

■青岛经济
职业学校西藏班
的学生们跳起锅
庄舞。

韩 星 摄

连日来，青岛星科瑞升信息科技公司与青岛
仪迪电子公司正在针对视觉检测技术上的合作
进行密切交流。星科瑞升是一家以图像处理技
术为核心的科技企业，而仪迪电子则是一家电子
测量仪器和自动化测试系统领域的高新技术企
业。一家有技术，一家有应用需求和场景，但在
青岛市新经济联合会承办的“四新领航”系列对
接活动之前，两家企业互不相识。通过“四新领
航”活动，双方迅速碰撞出合作的火花，一方进一
步开拓了市场，另一方则得以利用新技术不断提

升产品竞争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
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当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催化下，科技创新喷
薄而出，产业迭代速度之快超越以往任何时候。
但要让这些科技创新落地到产业上，推动新产业、
新模式、新业态等新经济规模化发展，却面临资
金、市场等不少难题。在青岛，新经济联合会就是
这样一个帮助新经济企业对接资源，搭建产业生
态圈的重要平台。

成立于 2021年 7月的青岛市新经济联合会，
是国内同类城市中成立的首家新经济领域的社会
组织，成员既有青岛国信、青岛城投、华通、地铁等

一批政府投资平台龙头企业和国有企业，也有极
视角、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新经济领域头部企业
和新锐企业，同时也汇集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华为等国内外诸多高端化、多元化、专业化生
态资源。目前已有成员企业超过130家。

摸清青岛新经济企业现状，为新经济企业搭
建有利于未来发展的资源对接平台，是青岛市新
经济联合会的工作常态。

青岛市新经济联合会在推动新经济发展上的
经验和做法正在成为国内其他地区借鉴的样板。

“新的一年，联合会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坚持围绕服务企业的工作理念，创造更多产
融、政企、企企间交流合作机会，充分释放平台价
值，引导企业主动拥抱产业资本，助力青岛产业转
型。”青岛市新经济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宋宗
泽说。

助力破解新经济企业发展要素难题
青岛市新经济联合会举办多种多样资源对接活动，搭建产业合作平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孙 欣

强信心·稳经济·促发展

培育新经济要用新打法

与传统产业相比，新经济更加依靠链群、
更加讲究生态，对资金、人才等要素也有着更
强的需求。如果继续套用过去对待传统产业
的方式来培育新经济一定是走不通的。但也
要看到，在蓬勃发展的新技术的推动下，新经
济始终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因此对于培育新
经济的方式方法也并无一定之规，怎样能够
更有效地帮助企业，从而推动产业发展也仍
在不断探索更新中。期待未来青岛市新经济
联合会能给出更多惊喜。

记者感言

除夕真忙：靠离船舶128艘次

（上接第一版）推优准确率可以达到 80%，比人工计
划时间减少了50%。”团队成员李磊说。

“春节期间我们都要值班，在轮休的几天时间
里也不会闲着，思考下一步如何改进系统，假期过
后立即投入到技术攻关中。”在赵伟丽看来，干散货
智慧绿色码头是一个新鲜事物，还需要不断进化完
善，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的时候。

当前，青岛港董家口港区正在紧锣密鼓建设第
二座40万吨级矿石码头，赵伟丽准备将前湾港区的
经验复制过去，打造干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建设可复
制、可推广的“中国样板”。

“春节”不打烊，奋斗启新程。新的一年，青岛
港将聚焦“攻坚提升、创新领先、争创一流”工作主
线，昂扬精神，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瞄准“吞吐量增
量 3000 万吨，跨越 7 亿吨；集装箱增量 300 万标箱，
跨越 3000万标箱”的目标，以“两个大跨越”更高质
量当好龙头、做好表率，加快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
枢纽中心。

■记者手记

提到智慧港口，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集装箱
自动化码头。实际上，干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在全国

乃至全球同样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其难度堪比攀
登“珠穆朗玛峰”，不亚于自动化码头的突破。青
岛港的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排名世界前
列，铁矿石、煤炭、铝矾土等大宗干散货都是骨干
货种，解决传统干散货码头的自动化升级改造，
不仅是改善工人作业环境的迫切需求，也是建设
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应有之义。

在山东港口的支持下，“伟丽创新团队”从最
初的几名核心成员逐渐壮大，发展成为一支拥有
38 名成员、平均年龄 36 岁、本硕学历人员达到
80%的年轻信息化创新团队。他们来自装船、库
场、调度、设备等一线岗位，95%以上都是兼职，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加班加点进行改造，被称
为“土专家”。正是这样一群人，完成了全机种自
动化、火车自动清扫机器人等九大创新突破，获
得16项国家专利和6项行业领先成果，蹚出了一
条干散货码头的自主创新之路。

1400余名建设者春节奋战一线

（上接第一版）
地铁 6 号线一期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建设。

经过三年攻坚，工程建设全面提速，正处于施工关
键期。目前，全线已实现 17座车站封顶，38个单

千里岩岛：海上孤岛观测
升级“智能化”

（上接第一版）千里岩海洋站还是海洋防灾减灾的
前沿“哨所”，他们可以观测北上台风、浒苔的相关

线区间贯通，轨道、机电安装等站后工程也全面展
开施工。“春节期间，正处于洞通攻坚关键时候，全
线有 1400 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我们
将联合施工单位开展一系列的节日慰问活动，还
为前来探亲的建设者家属准备了单独宿舍，确保
在岗在青人员过上一个欢乐、温馨、祥和的春节。”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西海岸建设分公司副总经
理黄成告诉记者。

2023年是推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
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地铁建设和地铁沿线
开发建设攻坚行动将向纵深推进。目前，青岛地
铁在建 10条线路，总计达 188公里。一二期规划
线路3条，正在土建大干阶段，其中6号线一期和2
号线西延段已开始轨道铺设、机电安装施工。三
期规划线路共7条，101座车站，目前已进场90%，
主要进行“三迁一改”前期工作和围护结构施工。
春节期间，为保障关键节点连续施工，近2000名地
铁建设者在60余个在建项目工点坚守岗位。

数据，为抗台防台、预测浒苔移动轨迹等提供宝
贵资料。

从数据人工采集，到半自动、自动采集，观测
的自动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在这里，风速、温
度、湿度、降水量都依靠传感器进行自动观测。”
在气象观测场，此次的驻岛领队蒋涛指着风塔、
百叶窗向记者介绍。现在仅有云、能见度、天气
现象等仍需人工观测。

“目前，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巡查，要确保设备
正常运行；要实时监控数据，看有无异常，是否超
出阈值；要每天实时将观测数据传输回自然资源
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就要
紧急维修。”姜文凯介绍。2020年 8月份，他们就
曾经历了海洋站风塔遭遇直接雷击，导致电力中
断的事情。为了保证设备尽快恢复运行，他们紧
急抢修了 1 个多小时。部分设备不能恢复，他们
就只能冒着恶劣天气，靠人工观测来保证数据监
测的连续性。在海岛默默坚守付出40年，姜文凯
也因此获评中央宣传部、自然资源部 2021 年“最
美自然守护者”称号。

令人欣喜的是，过去的一年，海洋站又有了
新变化，诸多生活、观测设备进行了“升级”。观
测员们生活、工作的综合楼天花板进行了粉刷，
用了60余年的储水水库做了整修，水管做了保温
防护。避雷设备、验潮井进行了全面更新，新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本报1月21日讯 连日来，青岛各区市积

极开展文明旅游倡树活动，以文明旅游为青岛
加分，营造出和谐有序的节日氛围。

西海岸新区琅琊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日前
组织开展“引领文明新风尚”志愿服务活动，在
琅琊台景区出入口、龙湾景区等旅游点位，通过
发放文明旅游宣传彩页等方式，倡导游客将新
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积极融入旅游、观景、出
行、游览的全过程。

市南区湛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近日联
合青岛海天MALL志愿服务队举办文明旅游公
益活动，湛山辖区企业白领、社区居民共 60 余
名志愿者参加活动。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途
经青岛音乐广场、青岛海趣园、第三海水浴场等
青岛沿海一线旅游景点，随手捡起烟头、包装
袋、饮料瓶等垃圾。

在老虎山公园，李沧区虎山路街道文昌苑
社区组织青少年志愿者为游客发放文明旅游、
垃圾分类宣传页，并提醒大家要维护环境卫生，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
烟，进一步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引导游客安全出
行、文明出游。

文明旅游为青岛加分
各区市积极开展文明

旅游志愿服务行动

了一个温盐井。更为重要的是智能化观测站的搭建
已提上了日程。“数据库、数据接入方式、数据管理系
统等工作都已在筹备，未来有望实现智能控制，数据
自动观测、自动上传、自动预警。”蒋涛介绍。

挥别千里岩，蒋涛、杨军涛、陈昭旭仍在忙着搬
运补给。船渐行渐远，他们的身影连同海岛慢慢模
糊在茫茫大海。未来1个月，他们将驻守千里岩岛，
在岛上度过又一个春节。

（上接第一版）根据评估结果对重点项目实施动态
调整，实现项目滚动接续发展。

据悉，青岛重点项目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24 条重点产业链、“六个城市”建
设等重点任务，突出强弱项、补短板，2023年青岛市
级重点项目涵盖重点建设项目和重点准备项目共
520个，总投资1.38万亿元。

相较往年，这些项目数量更多，投资更大，领域
新、后劲大。520个重点项目中，总投资 100亿元以
上的产业项目 14 个、50 亿-100 亿元的产业项目 29
个，同比分别增加5个、19个；总投资50亿元以上的
基础设施和社会民生类项目共 26 个，同比增加 12
个；来自实体经济 24 条重点产业链的产业项目共
432 个，占比超八成；“四新”经济类项目 316 个，占
60.77%，其中，具有较高成长性的高技术创新型平台
类项目68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