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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霸道？
拍照让你挪窝！

“随手拍”守护咱的家

多措并举为未成年人营造
一片爱的蓝天

织密织牢全市192万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贾 臻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从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我市严格落实孤困儿童兜底保障，切
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努力为全市192万未
成年人营造一片爱的蓝天。

为健全未成年人保护体制机制，我市建立健全信息
共享、个案会商、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强化部门间协同，
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同时，组建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专家库，创制《青岛市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规
范》，为评估提供统一、规范和可操作的技术依据，便于相
关科学精准评估。目前，《规范》已经审批立项成为青岛
市地方标准，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关键在夯实基层工作基础。
为此，我市建立完善“4321”工作模式，通过四级服务阵
地、三类服务主体、两大服务场所，构建一个未成年人
保护服务体系。以镇（街）未保站为枢纽，将服务阵地、
服务主体和服务内容有效协调起来，全面开展关爱服
务工作。目前，我市 3个区市已经建成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全市 20 个村（居）开展儿童服务阵地平台示范
点建设。 （下转第三版）

扛牢社会责任
彰显国企担当

市国资委出台《关于青岛市国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实习生 高玥铭

本报3月18日讯 履行社会责任是国企的使命，也
是国企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日前，市国资委研究出台

《关于青岛市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填补
了我市国资国企社会责任规范性文件的空白。

《指导意见》共分 4 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主要内
容、具体措施、工作保障，吸收了国务院国资委及部分省
市国资委相关文件的优秀成果，彰显青岛振兴实体经济、
城市更新建设等地方特色。

《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国有企业更
好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国资国企社会责
任管理体系基本完善，社会责任战略纳入企业整体发展
战略之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明显增强，社
会责任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监督评价体系不断健全，
社会沟通能力和运营透明度显著增强，企业影响力和带
动力显著提升，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 (下转第二版)

作为全国首批国家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试点——

城阳区高分通过验收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本报3月18日讯 18 日，从市市场监管局传来喜

讯，作为全国首批、青岛市唯一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化试点，城阳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近日高分
通过验收。

2020 年，由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申报，城阳
区政府承担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获批立项。
三年来，城阳区梳理了10大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事项
清单，搭建了以“通用基础标准体系”“基准指标标准体
系”和“实施提供标准体系”“绩效评价标准体系”“管理运
营标准体系”为支撑的“2+3”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共
收集制定各类标准882项，其中包含50余项关键特色标
准。试点过程中，城阳区着力打造“阳光普惠”品牌，在全
省率先开发建成城阳智慧标准平台，收录“幼有善育”、

“学有优教”、“劳有应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
有宜居”、“弱有众扶”等十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法律法规
56件、相关政策544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743项。基本公
共服务事项数量分别比国家、省新增35、28项，高于国家、
省标准的事项占比分别达到53%、45%。（下转第三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六个城市”绘就新时代的
青岛发展蓝图，将现代产业先行城市排在首位。

作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山东半岛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高新区正加
快构建以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为核心的“1+2+1”
现代产业体系，并依托康复大学等优质资源，重
点培育以康养为特色的大健康产业集群，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和国内竞争力的“中国康湾”。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国家高新区的
使命和担当，也是青岛高新区助力青岛实现城市
发展新愿景的担当所在。”青岛高新区工委副书记、
管委常务副主任，城阳区委副书记李天传说。青
岛高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强化“大抓项目、抓大
项目”的鲜明导向，举全区之力抓项目招引、促项
目落地，坚定不移振兴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当好
全市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火炬”和“引擎”。

在全国争先进位

国家高新区是地方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助
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必须发挥好国
家高新区的品牌优势。从国内创新图谱来看，
深圳高新区培育了华为、中兴、迈瑞和大疆等一
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形成了“头部企业”全面领跑、新锐企业多点开
花、中小企业雨后春笋的蓬勃发展局面；苏州工
业园区去年有 13 家企业上榜中国潜在独角兽
企业榜单、占江苏省 50%，117家企业入选中国
高新区瞪羚企业，数量列江苏省第一。

这样生动的创新场景，也在青岛高新区上
演着：海克斯康制造智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研发的 BRAVO HP 水平臂坐标测量机，实现
了我国从中低端测量到高速高精度零的突破；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速线下驱动型
四工位穿梭车系统，填补了国内轮胎高效硫化
生产的空白；青岛慧拓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打造
出世界唯一全机型、国内唯一多矿种、全场景适
配的智慧矿山操作平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海克斯康拥有全球测量精度最高、测量范
围最大和产品线最广的计量产品和方案，是三
坐标行业的‘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

‘工业传感器领域’和‘工业软件’领域拥有多项
全球首创产品和‘世界之最’测量技术。”海克斯
康智能制造研究院执行院长隋占疆说。

一组关键数据也在证明着青岛高新区正在
奋力奔跑：科技部火炬中心近日公布了2022年
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青岛高新区综合
评价排名上升至第13位，较上年度第16位上升
3个位次，两年累计提升7个位次；其中，一级指

标“创新能力和创业活跃度”单项排名第12位，
进步态势明显。

“我们下大力气做好播种子、育树苗的工
作，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挑大梁。”李天传说。
创新工作获认可的背后是全方位的保障服务，
青岛高新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力为“双创”
工作精准“号脉”，持续发力创新驱动、金融助
力、平台建设等工作。

在青岛高新区，关于创新突破发展的画面
已经铺陈——

集聚国家实验室等“国字号”重大创新平台
17 个、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近 200 家，“复兴号”

“蛟龙号”“海燕号”等国之重器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主园区先后获批建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国家首批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园区、全国首批
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中心；国内首家康复产业专
业孵化器开园，全省首家创业创投学院投入使
用，新获批省级开放式大学科技园、省科技企业
孵化链条试点单位，获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优秀”等次数量占全市三分之二，市级“优
秀”载体占全市 40%；强化科技企业梯次培育，
上榜科技部“创新积分 500”企业总量全国第
二，其中初创型企业全国第一，以千分之六的土
地贡献了全市 10%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万家注
册企业高企占比全省第一。

海洋产业积极承担国家海洋科技力量战略

布局，轨道交通装备与智能家电形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战略性产业集群。主园区获批建设生物
医药及医疗器械、精密仪器仪表两个市级产业
园，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全市二分之一
的“链主”企业、三分之一的市场主体；机器人产业
集聚全市三分之二以上机器人企业，火炬中心最
新公布的全国147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评价结果
中，机器人产业综合排名居全国第五；2022年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21%，高技术投资占比达到
21.9%，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14%，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15.8%，增速全市第一，是全市唯一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高于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的区域。

除了硬实力，还有软环境：全国首创“高新
贷”，针对科技型企业提供的无抵押无担保类纯
信用贷款，为50家企业贷款1.85亿元，新增3家
科技支行，设立 3亿元天使母基金和 10亿元产
业发展基金，参股子基金达17支，规模40亿元，
增长33%。在全省开发区中率先完成国家、省、
市、县四级共394项行政权力事项委托赋权，承
接数量全市功能区第一。

两大市级专业产业园区建设“起势”

近日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依
托国家级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由
贸易试验区等， （下转第三版）

持续实施“1264”发展战略，让高质量发展的“火炬”更亮、“引擎”更强

青岛高新区：全力打造“中国康湾”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 伟

本报3月18日讯 据央视新闻联播，商务部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6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1%。

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10.1%。高技
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68.9%，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3.3%。
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8%。
我国引资规模持续增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

来源更加多元。

前两个月全国吸收外资增长6.1%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0.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2%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栋 文/图
本报3月18日讯 眼下春光正好，徒步登山成为市民休

闲娱乐的新选择。3月18日，记者在浮山绿道市南段看到，市
民或慢跑健身，或拍照记录，或惬意闲坐，在山间寻觅芳菲春
意。工作人员介绍，绿道在建设过程中，部分路段采用了“之”
字形设计便于减缓坡度，同时市南段打造了“寻山探幽，一线
十景”的特色景观绿道，丰富市民的游览体验。

据了解，浮山跨市南、市北、崂山三区，总占地面积约
698.98公顷，是我市重要的生态绿肺。去年4月份，市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高品质保护提升太
平山中央公园和浮山森林公园的议案》，要求高品质定位，突
出生态保护、强化“绿肺”功能，打通无障碍环山生态绿道。

目前，以浮山防火通道（绿道）建设为重点的建设整治工作
已初见成效，浮山13.5公里绿道主线已实现全部贯通。此外，
三区组织施工力量在绿道两侧30米范围开展了森林抚育，种
植苗木、地被等绿化景观提升建设，并安装路灯、监控、坐凳、垃
圾桶等设施，进一步提升了绿道景观面貌和配套设施水平。

按照总体规划，本次浮山建设还同步实施了宁德路、劲松
三路、山东头路、海宁路、青大一路 5个公园主出入口以及周
边30个次出入口建设，沿绿道开展公园景观节点以及浮山防
火围栏、消防水网、森林防火监控等一系列建设整治工作。到
3月底，除地下停车场和部分涉及文物保护（荒草庵）、地质灾
害治理（地下通道南出入口区域）等景观节点外，已下达计划
的浮山绿道建设任务将基本完成。绿道主线正式向市民开放
后，市民对“望山能登山、进山能游园、游园能环山”的期盼将
逐步成为现实。

浮山绿道主线已实现全部贯通
3月底前正式向市民开放

“我们现在所在的53号地块，是一个总界
面 12.29 万平方米的区域，正在推进 2 栋塔楼
和2栋商办楼的建设，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主体
施工的 70%。”金茂青岛云谷项目李沧商写工
程及HSE部部门经理王晓新告诉记者。

在位于李沧区的2023年青岛市重点项目
中化·云谷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两台
塔吊正在吊装木工和钢筋材料，混凝土搅拌车
在场地来来往往，100多名建设工人正在进行
两座商办楼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李沧区牢
牢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以高质量项目推动
数字产业集群发展，构筑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中化·云谷项目由海尔产城创、中国金茂
联合打造，总建筑面积 63.2万平方米，其中产

业面积 36.3万平方米，投资额 52.1亿元，计划
2024年年中投入运营。项目将以数字产业为
龙头、总部经济为核心，建成后将重点引入数
字经济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等产业集群，打造
成为青岛市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载体、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的发展高地。

项目位于黑龙江路、海尔路、跨海大桥主
干道旁，是李沧区、市北区、崂山区三区交汇核
心区域。在这个主城区的寸土寸金之地打造
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可以看出李沧区大抓产
业、大抓项目的决心和力度。

据介绍，园区内将建设数字商务新地
标、专业服务总部基地、数字产业聚集地等
多个产业功能区，分布有五栋高标准办公楼
宇，分别为中化大厦、君一时代大厦、数字经
济产业中心、新媒体大厦、智能创造创新大
厦等。 (下转第二版)

重点引入数字经济企业、科技创新服务等产业集群，搭建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中化·云谷：打造主城区数字产业地标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⑩

市民携娃游览浮山。

中化·云谷项目现场。 张 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