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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着力解决 堵 的问题 持续整治 乱的现象 扎实做好 美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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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篱阻断斑马线，行人过往要绕行？改了！

李沧区启动绿篱“礼让”斑马线、公交站整治工作，开始清理 61 处挡道绿篱
动，已对 6 处区域进行整治。

踏着斑马线走到头，却被绿篱拦住了，行人
不得不绕道才能走上人行道，这种情况，你是否
遇到过？这种斑马线“直通”绿篱的现象，不仅
给市民带来麻烦，还造成交通安全隐患。面对
这一问题，李沧区园林部门已有行动，4 日下午，
记者在天水路见证了施工人员顶着烈日迁徙绿
篱过程。

修剪遮挡信号灯和交通标识枝叶

61 处斑马线前挡道绿篱被移栽
昨天下午，记者在天水路青岛爱迪学校门
口注意到，门口东侧有一处斑马线，南侧直通人
行道，北侧却是一段绿篱。李沧区园林部门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段绿篱是 8 年前天水路通车
而配套栽种的，2018 年之后，学校开始招生，绿
篱挡住了师生和家长们过马路。
下午 3 时许，园林工人们开始铲除绿篱，随
后将植物装车移栽别处，将斑马线前的绿化带
空出两米多间距。随后市政工人将铺上地砖，
让师生和家长们不再绕行。
“近 几 年 ，李 沧 区 已 陆 续 对 绿 篱 影 响 斑 马
线、公交车站等情况进行排查整改，但部分区域

工人们在移栽绿篱中的苗木。 刘卓毅 摄
依然存在因调整宽度不够或新增交通设施后未及时发现等
问题。”工作人员介绍，区园林部门联合李沧交警利用半月
时间，开展新一轮现场摸排工作。经排查，位于天水路、世
园大道、广水路、东川路、宾川路、平川路等 61 处存在不同
程度绿篱遮挡通行问题，其中涉及斑马线 55 处，公交车站 6
处，计划改造面积约 360 平方米。目前，整改工作已全面启

17 个项目新纳入标准化试点

胶州启动“作风能力提升年·标准创新型城市”建设
本报 8 月 4 日讯 4 日上午，青岛市标准化创
新发展现场观摩会暨胶州市
“作风能力提升年·标
准创新型城市”
建设启动仪式在青岛胶州举行。
全域旅游、医养结合、智慧健康养老、行政审
批远程视频勘验、
职业教育
“3+1+2”
长学制人才培
养……胶州市17个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专项纳入标
准化试点计划，
在青岛地区率先以标准化创新发展，
引导和推动机关事业单位“转作风、强能力、抓落
实、促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胶州市已完成 6 项国家级、
7 项省级标准化试点项目验收，辖区内企业累计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0 项、国家标准 67 项、行业标准 153
项、地方标准 59 项，有力发挥了标准促进互联互通、便利
贸易往来、优化产业结构、规范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为现
代化上合新区建设赋能增效。 据 介 绍 ，新 纳 入标准化试
点的 17 个项目，涉及教育、卫生、旅游、行政审批等各方面，
通过标准化创建，将有效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同时，
在党政机关和平台公司选
取 18个单位作为首批试点，
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
对工作
流程进一步细化优化，
不断改进服务方式，
提高服务能力，
在
“标准化”
机关建设领域实现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刘伟 张志成）

王哥庄街道开展旅游沿线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

王哥庄 20 余处违规户外广告牌被拆除
余处违规户外广告牌被拆除。
。
本报 8 月 4 日讯 户外广告是市容环境景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违规杂乱的户外广告不仅拉低了
城市颜值，甚至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近日，崂
山区王哥庄街道开展了旅游沿线户外广告专项整

治行动，对破旧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进行集中拆
除，进一步规范了户外广告设置，亮化视觉空间，提升城
市品质。
近日，王哥庄执法中队对会场湾一带的 20 余处违规
户外广告牌进行拆除。
“ 这些广告牌都是未经审批就违
规架设和破损老旧的，不仅影响了会场湾沿海一线的环
境面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王哥庄执法中队工作
人员王亮介绍说，中队严格按照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工作标准，将旅游沿线户外广告整治作为创城常态化工
作的重点任务，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即查即拆，助力提升
山海小城旅游沿线“颜值”。
下一步，王哥庄街道将继续严格按照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工作标准，结合辖区内实际情况，加强对主干
道、旅游沿线市容秩序的巡查整治力度，立查立改，为百
姓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市容环境，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创建常态化工作助力添彩。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1121 万千瓦！青岛电网全网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严阵以待战高温保供电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严阵以待，
战高温、
保供电。

本报 8 月 4 日讯 记者从国网青岛供电公司获悉，4 日 11 时
12 分，青岛电网全网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121.0 万千瓦，于三
日内 5 次刷新历史新高。同时，黄岛、即墨、胶州、平度、莱西 5 个
区市全网最高负荷均再次创历史新高。
随着气温的逐步攀升，我市迎来新一轮的用电高峰。为确
保电网高荷时段全市电力可靠供应，
国网青岛供电公司每日根据
天气和负荷预测情况精心调整运行方式，
针对监测重过载设备，
在高
荷时段结束后立即组织各专业共商处置措施。严格落实省能源局要
求，
负荷高峰时段地方自备电厂不允许从主网受电并最大限度提高发
电上网能力，
千方百计提升电力供应水平。同时，
加强重要输电通道、
重要变电设施和重点部位运维监视，
大力开展红外测温特巡工作，
充
分发挥带电作业优势，
及时消除设备隐患，
确保高温天气居民用电无
忧。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董真 通讯员 孙宏宇 张子衿）

“我们让绿篱‘礼让’斑马线、公交站，更好地保障
市民出行安全。”李沧区园林部门工作人员说，他们将
定期关注遮挡问题，做到发现隐患随时处理，进一步
优化交通环境，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夏季生长过快的树木枝叶遮挡交通信号灯等标
识，给交通安全造成重大隐患，这也是李沧园林近期
关注的重点。今年 7 月以来，园林部门对全区 9900 余
株乔木、14000 余株灌木进行修剪，其中 31 处遮挡交
通信号灯或交通标识。在持续推进常规养护工作的
同时，园林部门也加大了裸露补栽力度，合理利用迁
移苗木资源优势，对 800 多平方米裸露土地进行补
栽，既防止了扬尘又美化了环境。
此外，伴随夏季降雨增多，李沧园林根据汛期养
护经验，推进杂草清除、卫生保洁、死树枯枝清理、行
道树扶架、防汛等相关工作，最大程度确保精细化养
护管理工作不受汛期影响，提高绿化养护水平，提升
城市园林景观品质。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刘卓毅

送降暑妙招、清碍眼广告
志愿者多形式助力城市清洁
本报 8 月 4 日讯 送降暑妙招、
清碍眼广告……
为助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岛城志愿者纷纷
行动起来。4日，
公交城阳二分公司志愿者利用休息
时间，
随身携带工具，走上站台挨个清理卫生。
虽然室外酷暑难耐，但一点也没削弱志愿者
奉献热情，大家拿着工具认真清理着小广告，市民
见状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志愿者赵同江说：
“ 下班
后我们是城市守护者，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我
们要用语言和行动向城市告白。”另一边，为方便
市民到第一海水浴场晨泳、洗海澡，15 路连续 7 年
开通由长春路曹县路站至汇泉广场站的“洗海澡
区间车”。今年，将运营时间延长至 10 月 7 日，每
天早上两班，以满足市民需求。随着岛城气温日
渐升高，驾驶员郑伟在车厢里悬挂了防暑知识小
贴士和香囊，并配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
温用品，放置在便民箱中，发放给有需要的乘客。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邀请外卖小哥加入
城阳街道创城添新军

城阳街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为骑
手培训“随手拍
随手拍”
”工作事宜
工作事宜。
。
本报 8 月 4 日讯 近年来，送餐上门、快递到
家等服务给市民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与此同时，
快递小哥队伍越来越庞大。城阳街道充分发挥其
走街串巷、遍布城乡的优势，创新举措，加大宣传
教育，邀请新就业群体加入文明创建和城市治理
队伍，推动其融入基层治理，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贡献“新”力量。
为让更多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了解创城工作，
城阳街道组建党建指导员队伍，解决外卖小哥停
车难、停车乱等创城中的“痛点”，积极协调商圈物
业划定骑手专用停车位、
邀请交警利用早会时间给
骑手强调交通安全知识。此外，
城阳街道依托城市
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利用外卖快递小哥等走街串
巷、
熟悉楼宇社区的优势，
发挥其
“移动探头”
作用，
通过
“随手拍”
“随时传”
的方式，
及时发现并反馈城
市建设中的各类问题，助推问题整改。目前已有
33 名快递和外卖小哥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分子。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栾丕炜 通讯员 李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