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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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着力解决“停车难”
“停车乱”
记者从青岛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青岛公
安机关把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作为民生工程、全警
工程来抓，以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
聚焦市民关切的问
题、
城市管理的盲区、
社会治理的短板，
在抓整改、
促提
升上下功夫，
大力弘扬
“严真细实快”
的工作作风，
以规
范道路交通秩序作为工作重点，
组织开展交通秩序集中
整治，
推进“全市一个停车场”项目建设，加强道路交
通拥堵问题治理，推动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设调头车道、拓宽道路增加进口车道，信号
控制优化，包括潮汐车道、可变车道，停车
泊位优化和结合重大道路工程提升交通设
施设置科学水平等措施。充分运用交通工
程技术，优化现有路网结构，以“硬设施”打
造良好交通软环境；同时采用先进的交通
信号控制技术、合理的停车管理措施等“软
手段”，多措并举改善动、静态交通环境。

着力解决“停车难”
“停车乱”

从源头管控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关系城市形象，影响百姓生
活。青岛公安机关提高站位、高度统一，将停车违法
整治工作作为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的重点工作，任
务明确、责任细化，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动各项措施
准确到位。
“ 我们全面开展停车秩序整治集中攻坚行
动。”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青
岛交警对停车“乱点、难点”开展全面摸排，划定管理
重点区域，推行网格化、全覆盖勤务，压实大队、中队、
民警三级管理责任，制定责任清单，实行挂图作战，采
取动态巡控与定点相结合方式，加大全域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商业大街、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的常态化
巡查管控，做到“路内停车”动态清零，确保辖区所有
道路都要做到不漏管、不失控，合理配置勤务安排，明
确责任人，压实责任。
青岛交警还全面开展了人行道停车泊位专项整
治行动，将交管工作与社区网格管理有机结合，
整合网
格员、
街道社区管理人员，
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加强对违
法停车行为的劝导，
督促商家落实门前包保责任制。主
动劝阻各自门前违法停车行为，落实“门前清”管理职
责。整治停车无序乱象，
发放《告知书》，
增设停车告知
牌，
提醒市民停车方向一致。全面开展停车泊位梳理工
作，
对符合设置标准的泊位明确管理责任人员，
对占用盲
道、
影响行人通行的泊位坚决予以取缔。
青岛交警以创城交通秩序大整治为契机，加强与
区市政府、运营企业的协作，充分挖掘公共停车场和

今年以来，青岛交警持续开展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整治攻坚战,提升挂牌率和头
盔佩戴率。青岛交警在崂山区试运行“车
辆编号”街道自治模式，对已超期未悬挂临
时号牌的非国标电动自行车进行编号登记
在册，履行报废淘汰现行政策，告知车辆所
有人责任义务。充分发挥源头监管“主阵
地”作用，严把电动自行车“入口关”，会同
市场监管、工信部门，在全市开展电动自行
车销售点摸排工作，对符合国家标准生产
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商户，按照“应设尽设”
的原则，授权增加带牌销售商家资格，销售
同时同步配发安全头盔。对不符合国标销
售的电动自行车依法进行查处，彻底斩断
销售渠道，避免继续流入路面。
青岛交警还要求快递、外卖企业平台
要在管理上下功夫。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
任，加强社会协同共治，强化对我市外卖平
台企业的业务指导，实行骑手“一人一车一
码一档”等信息化管理制度，对所有从业人
员实行登记编号管理，
在送餐箱印制统一编
号，建立统一的外卖骑手准入和清退机制，
推动落实对车辆及驾驶员的安全管理责
任。
观 海 新 闻/青 岛 晚 报 首 席 记 者
刘卓毅 通讯员 青公宣

都来学习垃圾分类

处罚＋优化：持续破解“乱行车”
道路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
稳定、城市形象。青岛公安机关立足“交通违法大幅减少”的目
标，不断加大行车秩序整治综合治理力度，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
水平，努力营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青岛交警采取路面执法和视频抓拍相结合等方式，重点整
治机动车乱占道、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行人乱穿马路、车窗抛物、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规范道路通行秩序，形成
高压严管整治氛围。同时，依托市文明办、市交安委平台，积极
推行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强化沟通协调，形成共管共治合力。
今年以来，青岛交警持续开展交通组织优化工作，主要包括
优化交通流组织，设置或取消单行线、区域微循环、交通路口渠
化，增设车行道、调整车道属性，道路基础设施微改工程，路口增

本报 8 月 5 日讯“您好，请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横道。”
“您好，麻
烦把门口的箱子搬到店里”……近日，市南区的街头巷尾、各个路口、
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出现了一抹抹“志愿红”，劝导交通、维护环境……
他们用爱心和行动，托起城市文明新高度。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南区
扛起青岛创城“主阵地”责任，奋力推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努力助推市南区实现颜值与气质的双重蝶变。
每天早上7时，
在交通干道和主要路口，
近70岁的公共文明引导志愿
服务队队长宋乐玉已经带领队员们穿上红马甲、
戴上小红帽上岗了。路面
基本没有阴凉处，
服务队队员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从未喊苦喊累。有志
愿者的地方，
就有文明的闪光。今年以来，
市南区打造
“街头红马甲 倡树文
明风”
“志愿市南 创城有我”
等特色服务活动，
调动全区上下创城的积极性、
主动性。在市南，
像宋乐玉队长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
从理论宣讲到
交通引导，
从帮扶助困到疫情防控……他们用志愿行动温暖他人、传递
感动，共添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新力量”
。截至目前，
市南区共有注册志愿
者服务队伍150支，
注册志愿者8.9万人，
完成服务时长99万小时。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要从精细处下“绣花”
功夫。为促进区域
颜值与气质双提升，
市南区以
“精致市南”
建设为抓手，
为城区
“绣”
上文明
注脚。宁夏路 278 号楼院共 7 栋多层住宅楼，
住着 187 户人家，
线路老化、
排水管道堵塞、
墙皮脱落……老旧小区常见的
“通病”
在这里很常见。市
南区将该小区纳入老旧楼院更新改造项目，
加大投资改造力度，
打造党建
形象墙、
“军民鱼水情”
主题雕塑、
社区服务中心、
邻里广场、
老年休闲区、
生态景观湖，
推进强电下地、
弱电下地及飞线整治、雨污水整治、智能化

﹃志愿红﹄闪耀在创城一线 。

本报 8 月 5 日讯 为规范辖区农贸市场周边
环境卫生、垃圾分类清运及分类容器、标识管理
等工作水平，8 月 5 日，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联
合区市场监管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召集辖区
11 家农贸市场开办单位负责人召开创建文明典
范城市环境卫生调度会。
参会人员首先在兴山路农贸市场开展座
谈，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标文明典范城
市创建标准进行详细解读，针对各农贸市场早市
撤摊后遗留垃圾、市场内垃圾分类容器及标识不
规范等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当天的会议上，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对各
农贸市场管理方提出具体整改要求。各单位联
合在市场内针对分类垃圾容器及设施进行现场
检查指导，检查过程中，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实地
解读，各农贸市场垃圾桶需有分类投放标识且表
面干净整洁，无损坏；
市场门前早、夜市撤摊后路
面无积存垃圾、纸屑、烟蒂、污物等。同时还专门
印制了《致全区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的一封信》，
向 40 余个经营摊点逐个发放，
并耐心讲解餐厨废
弃物及废弃油脂外流可能引发的食品安全隐患，
进一步规范餐厨废弃物及废弃油脂的闭环处理。
兴山路农贸市场负责人李跃进表示，通过培
训和现场观摩，
为进一步高标准推进农贸市场环
境卫生整治提升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王彬）

居民小区停车资源，积极探索停车管理的新思路、新措施，初步
形成了“政府支持、交警引导、企业参与”的共享停车良好发展局
面。此外，
青岛交警还全面积极推进
“全市一个停车场”
智慧停车
智慧管理平台建设。让出行更有“智慧”，用更精准、更高效的方
式做好交通管理工作，年底前力争完成正式平台验收和 30 万个
以上停车泊位联网工作。

“志愿红”闪耀 细功夫绣“精致市南”

李沧区为 11 家农贸市场定下卫生标准

设置在市场内的分类垃圾投放点。
设置在市场内的分类垃圾投放点
。

市北交警威海路中队民警在街头整治电动车违法。
市北交警威海路中队民警在街头整治电动车违法
。 刘卓毅 摄

社区配套，改造项目正在加快施工，一个
幸福家园即将呈现。 （观海新闻/青岛
晚报 记者 张琰 通讯员 刘洋）

旅游沿线整治 呵护崂山“沙滩大海”
本报 8 月 5 日讯 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力推进旅游沿线市
容秩序整治工作，助力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目前正值旅游旺季，青岛
的各大景区每天迎接众多游客，极地海洋世界人潮攒动。金家岭街
道麦岛执法中队专门安排执法人员常驻极地海洋世界，对景区的市
容秩序进行不间断巡查，对有碍观瞻的占路广告牌、游商浮贩、跨门
经营等违规行为进行规范和清理。
流清沙滩地处流清湾旅游度假区，
是进出崂山风景区必经之路。
沙子口街道综合执法中队结合旅游秩序保障、
沿海一线环境保护等工作，
自8月2日起，
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流清沙滩综合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对
流清沙滩及周边区域内乱摆乱放、
乱圈乱占、
乱搭乱建等行为进行清理，
引导

商户自觉纠正违法行为，
共同营造文明有序的
旅游环境。对
“野泳”
“私泳”
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规范，
打造沿海一线良好的旅游生态。
执法人员联合西麦窑社区、东 麦 窑 社
区、流清河社区等相关部门，
采取联合执法、
突击检查等方式，
对流清沙滩整治目标逐处
清理。执法人员表示：
“作为一座旅游城市，
沙滩大海是我们的名片，要保护好、规范好
旅游秩序，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