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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版式总监 于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急诊部改造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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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岛
市妇女儿童医院急诊部改造工程项目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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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2、建设项目：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急诊部改造工程
3、建设地点：市北区辽阳西路 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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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3年 3月 20日—2023年 3月 28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3月 2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公示

厅及公示现场意见箱
咨询电话：8561081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三明
路停车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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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明路停车场项目
规划方案进行社会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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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青岛海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项目位置：市南区三明路以东，辛家庄三小区北侧原停车场

区域及周边地下空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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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日—2023年 3月 26日
其中项目现场：2023年 3月 21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城市

展览馆公示区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3888059、85699076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3月17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青岛盛兴金属有限公
司3#车间项目规划及建筑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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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岛盛兴金属有限公司3#车间项目规划
及建筑方案进行批前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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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盛兴金属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3#车间
建设地点：珠海街道办事处王家楼村9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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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内容：项目占地面积10075.00㎡，3#车间总建筑面积3347.25㎡，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347.25㎡（计容后建筑面积4463㎡），地下建筑面积0㎡，容积率1.56，绿地率0.00%，建筑密度66.78%，停车位数3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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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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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427726

四、公示时间：2023年3月21日至2023年3月27日
2023年3月18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关于灵山岛海
水淡化工程规划方案进行批前公告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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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灵山岛海水淡化工程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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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项目基本况：
建设单位：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灵山岛海水淡化工程
建设地点：灵山岛西侧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公告阶段：海水淡化厂规划方案
规划内容：本项目包含新建海水淡化厂一座，拟将现状海淡厂内

设施拆除后新建。厂区占地面积141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47.89平
方米，其中综合制水车间地上建筑面积865.04平方米，配电间地上建
筑面积182.85平方米。海水淡化厂建成后实现向岛上日供水能力800
立方，将解决灵山岛现有供水短缺的问题。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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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网查询流程：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网一
政务公开一政府部门与镇街信息公开目录一区自然资源局一重点工
作一规划批前公示)。

投票地点：长江东路福瀛大厦大堂投票箱，请将意见和建议按规
定填写后放入投票箱。意见票应附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三、咨询电话：西海岸新区自然资源局 0532-86995791 建设单位
0532-86174938

四、公告时间：2023年3月18日至2023年3月30日
2023年3月18日

高新区火炬路
施工通告

因高新区火炬路祥茂河桥、白沙河桥南半幅承重检测占

路，自 2023 年 3 月 23 日 23 时至次日 5 时，火炬路的华中路路

口至华贯路路口之间路段南半幅、火炬路的华东路路口至怡

海路路口之间路段南半幅依次实施全封闭占路施工，过往车

辆可经上述路段火炬路北半幅临时通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3年3月17日

高新区新尚路
施工通告

因高新区新尚路（海月路路口至同顺路路口之间路段）新

建道路施工占路，自 2023年 3月 22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该

路段全封闭施工，沿新尚路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可经同顺路—

新业路—海月路绕行；沿新尚路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可经海月

路—新业路—新尚路绕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3年3月16日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东亿公司2022年清洁供热“煤改
气”工程（东亿热电部分）规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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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亿公司 2022年清洁供热“煤
改气”工程（东亿热电部分）规划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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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东亿公司 2022年清洁供热“煤改气”工程（东亿热电

部分）
3、建设地点：崂山区枣山东路 123号
4、公示阶段：规划及建筑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城市展览馆公示厅（东海东路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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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0日—2023年 3月 26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3年 3月 22日—2023年 3月 24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公示厅意见

箱、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88036091

2023年3月17日

6698852766988527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190号

本报3月18日讯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
区—韩国首尔经贸合作推介会暨西海岸新
区全球海外仓资源共享联盟成立仪式在韩
国首尔举办。中国驻韩大使馆、青岛（韩国）
工商中心、韩国商协会及 100余家中韩企业
代表参加，30 家韩国企业与西海岸新区签
约，多家日韩海外仓企业加入西海岸新区全
球海外仓资源共享联盟。

推介会上，西海岸新区围绕地方产业优
势、外贸港口资源、营商环境、人才政策等作

了全面推介，并与Chakomall Partners株式会
社、中韩网红交流协会签约，未来双方将充
分发挥供应链优势，进一步扩大西海岸新区
跨境电商进口规模。活动现场还举办了青
岛西海岸新区—韩国跨境电商合作企业签约
仪式，新世界国际、D20等30家韩国企业与青
岛西海岸华鲁实业有限公司签订跨境电商合
作协议，签约企业将在西海岸新区成立贸易
公司，双方将合作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作为西海岸新区开拓全球海外仓合作

资源的重要平台，西海岸新区全球海外仓资
源共享联盟同日在首尔成立。联盟以数字
化平台为依托，将建立具有高度可视化、数
智化的线上海外仓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和
智能算法让库存更靠近终端消费者，通过对
头程空运海运干线运输、目的港清关、尾程
派送等资源的整合，打造跨境物流、智能分
仓备货、头程/尾程透明报价模式，有效解决

“难、贵、慢、乱”等跨境电商的行业痛点。联
盟的成立，也将进一步壮大物流组织调动能
力，助力中国好货“走出去”，海外好货“走进

来”。目前已有日本吉富、日本大桥、E通国
际及韩国托普沃德供应链等多家日韩海外
仓企业加入联盟。

据了解，3月7日至14日，西海岸新区商
务局组织保税物流中心、科大讯飞、百源通
国际贸易、青岛轶昌服装、青岛谷昂工贸、青
岛物诗家具等外贸企业，赴日韩开展经贸合
作洽谈。其间，西海岸新区代表团密集拜访
了日本普洛斯物流园、韩国繁星集团、青岛
港湾公社等海外仓及物流公司，并取得一系
列合作成果。

“走出去”，开拓布局全球海外仓资源
西海岸新区与30家韩国企业签约，合作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市民“码上拍”，部门马上办。“文明青岛
随手拍”小程序上线一个多月了。截至 3 月
18日，平台已受理对于环境卫生、市容秩序、
公共设施、交通管理等十大类不文明现象的
报料 16.6 万条，用户数达到 12.5 万名。十类

报料选项中，市民反映最集中的还是“卫生脏
乱”问题，目前收集到有效线索 3.01 万条，有
效办结1.9万条。

从市民反映的情况来看，垃圾问题包括
两大类：生活垃圾在投放过程中时有撒漏冒
溢现象，这些还好清理；而建筑垃圾、装修垃
圾成堆连片，不及时运走就会成为毁绿堵路
的“拦路虎”。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也别为
难，手机“咔嚓”一下，“垃圾山”也得挪窝。

“这么一大堆垃圾堆在人行道上，把路都
堵死了。”陈女士家住市北区，不久前路过标
山路时，她发现路上堆放着一大堆鼓囊囊的
大编织袋，“我看着像装修垃圾，大概有几十
袋，有的袋子还开着口，石块散落一地。”陈女

士表示，由于这堆装修垃圾超级“霸道”，行人
要么被逼下车行道绕行，要么就得“翻山越
岭”，“不仅不好看，还不安全。我知道现在有
个反映不文明现象的小程序，所以就用手机
拍照传上去了。”

据了解，陈女士上传的报料线索由市北
区延安路街道认领。接到平台派单后，延安
路街道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清理了装修垃圾。

拍照传线索，整改给结果。“小程序”看起
来简单，平台运营的背后，当然离不开基层人
员的辛勤劳动。记者还了解到，延安路街道
以“文明青岛随手拍”活动为契机，正在大力
提升辖区内的环境品质和工作效能。

“3 月 16 日，我们组织了工作人员、公益

岗网格员和居民志愿者100多人，深入社区网
格楼院开展集中清理。”记者从延安路街道了
解到，本次行动主要围绕十五大街市场周边、
明霞支路 7号甲、延安一路 9号、合江路 13号
等群众反映问题的重点区域，总计清理各类
陈旧垃圾、乱堆乱放杂物、枯叶枝条7车，清理
乱贴乱画小广告230余处。

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有损市容环境
的闹心事，“文明青岛随手拍”可能会让你很
快心情舒畅。平台主要受理的十大类问题包
括：卫生脏乱、车辆乱停乱放、杂物乱堆乱放、
公共设施缺损、乱贴乱画小广告、占路经营、
缆线杂乱、绿化带损坏缺株、公益广告破损褪
色、门头招牌破损杂乱。

建筑垃圾霸道？拍照让你挪窝！“随手拍”守护咱的家
□青报全媒体记者 韩彤彤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本报3月18日讯 连日来，我市各部门

各单位广泛开展以“人人动手·洁净家园”为
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以“走在前、作表率”的
实际行动扮靓洁净青岛，共建美丽温馨家园，
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市纪委监委“清廉之岛”志愿服务队组织
20名机关干部到市南区香港中路街道浮山所
社区开展“人人动手·洁净家园”靓党徽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与浮山所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对居民楼院、内部道路、绿化带等展开全
方位清扫，并重点排查清理卫生死角。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机关党员干部20余人
来到联创共建社区市南区香港中路街道江西
路社区，集中开展公共环境卫生清理整治行
动。行动中，党员干部清理了江西路 89号社
区内各楼道、围墙上张贴的非法小广告等，并
对居民楼道内不按规定放置的杂物等展开清

理整治。市工商联近日组织志愿者到市南区
金湖路街道开展“人人动手·洁净家园”靓党
徽志愿服务活动，全方位清理社区居民楼院
内的垃圾和卫生死角。

市南区城建局下沉党员干部群体，前往
永嘉路社区一线，开展“人人动手·洁净家园”
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行动，清理社区人行道路
面的烟头纸屑、花园死角的垃圾杂物和楼道

内的小广告等。市北区洛阳路街道全力推进
“人人动手·洁净家园”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行
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网格员及物业工作
人员有序开展楼院楼道整治清理工作和居民
的动员工作。崂山区中韩街道聚焦居民楼
院、单位办公场所、临街商铺，广泛开展“人人
动手·洁净家园”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行动，共
建美丽温馨生活环境。西海岸新区长江路街
道 40个社区积极开展“人人动手·洁净家园”
环境卫生集中清理行动，工作人员、志愿者们
清扫社区路面、人行道等角落，清理绿化带的
枯枝落叶、白色垃圾等并进行分类投放，铲除
乱贴乱画的小广告。城阳区上马街道持续开
展“人人动手·洁净家园”环境卫生集中清理
行动，组织志愿者、党员和社区工作人员清理
积存垃圾和乱堆放的杂物，捡拾绿化带的塑
料袋、纸屑等生活垃圾，擦拭宣传栏和便民信
息张贴栏，清除小广告。

各部门各单位广泛开展以“人人动手·洁净家园”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走在前作表率，以实际行动扮靓洁净青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亚娆 通讯员 陶雯雯

■市残疾人
体育中心志愿服
务队组织党员干
部和工作人员对
市残疾人体育馆
及周边展开环境
卫生清理。

（上接第一版）其中，东组团的中化大厦和君一时代大厦两栋写
字楼定位于数字产业新地标，目前已签约中化石油山东公司、中
化（青岛）实业、中化健康产业等龙头企业。南组团写字楼定位
于专业服务总部基地，重点吸纳“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数字经
济产业。北组团写字楼定位于数字产业聚集地，重点吸纳大数
据、创新金融等新兴产业进驻。未来，这片区域将为数字青岛建
设和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形成科技人居、智慧生活
和时尚活力中心。

“我们整个项目的进展还是比较迅速的，以53号地块为例，
去年6月底开工，10月就实现了正负零。整个地块基本上十天
就可以建好一层，每天使用的钢筋量达到60吨左右，以此速度，
整个项目预计明年竣工。”王晓新告诉记者，项目严格把控质量
管理，每季度都会通过聘请第三方进行工程评估，以实现项目高
质量建设。

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的同时，园区招商也跑出了“加速
度”。园区以“平台+生态”为发展模式，将提供办公载体补贴、
产业加速平台、人才生活关怀、产业金融支持政策、人才安家支
持、业务场景开放等全周期服务，护航企业无忧发展。深度强化

“产业、技术、人才、资金”四大要素，将实现数字产业生态资源的
加速聚集，并促进数字经济与总部经济融合发展。

护航重点项目建设，李沧区着力做好服务保障，坚持“一线
工作法”，深入项目现场，实地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提速项目建设。

记者了解到，项目在前期手续办理过程中，李沧区发改局对
项目进行实时跟踪，掌握企业在审批中遇到的堵点问题。在项
目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意见办理过程中，区发改局协调区审批局，
为项目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办理开辟绿色通道，采取容缺受理方
法，并提前完成踏勘项目现场，待项目手续齐全后，当天为项目
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为项目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今年，李沧区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理念，严格
落实“一个重点项目、一个牵头区领导、一个牵头单位、一抓到
底”的项目推进机制，坚持项目管理制度化、项目建设数据化、
项目推进清单化，聚焦年度工作目标，倒排工期，每月调度投
资进展、通报节点完成情况。优化提升重点项目管理平台功
能，坚持重点项目月度节点评价“红绿灯”制度，每月通报节点
完成情况，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建项
目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力促一季度固定资
产投资“开门红”。

“我们推动项目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强化重点项目谋划储
备，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谋划一
批投资强度大、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进一步壮大发展动能、提
升发展质效。”李沧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扛牢社会责任 彰显国企担当

（上接第一版）充分发挥青岛特色优势，在不同领域培育一批
核心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优、对经济社会贡献大的优秀示
范企业，形成一批青岛国资国企社会责任品牌及可复制、可推
广经验。

《指导意见》明确，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坚持“四结合”。
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服务发展大局相结合。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带头执行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突出匹配城
市发展战略，在“六个城市”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充分履行国
有企业经济责任，提高经营效率、盈利能力和资本回报水平，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积极承担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综合效益
最优。

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深化国企改革发展相结合。作为履行
社会责任的表率，匹配城市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将社会责任工作
贯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全过程，在改革发展措施制定、产
业布局优化等各项工作中融入社会责任理念，明确社会责任要
求，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增强综合竞争力，以高质量履责服务
改革发展大局。

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完善治理、加强管理相结合。持续深
化社会责任意识，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战略、公司治理和运
营管理中，以负责任的理念和方式开展风险防范、产品创新、员
工培育、绿色发展、供应链管理、公益慈善等工作，提升企业可持
续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国内外一流企业建设。

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与立足青岛实际、行业特点和企业功
能定位相结合。坚持统筹推进社会责任工作，增强与区域、行
业匹配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学习国内外一流企业的先进经
验，立足青岛实际及行业特点，结合企业功能定位找准切入
点，积极探索具有青岛特色、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社会责任管
理及实践模式。

借鉴国务院国资委及外地做法，《指导意见》将印发市直企
业及区（市）国资监管机构实施，鼓励混合所有制企业参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