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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 开新局

2022/9/23 星期五

——来自第一线的奋斗报告

对标世界级湾区
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我市公布
“1355”
总体思路 到2026年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有的城市风貌基本呈现

打造具有青岛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
湾区城市。。
徐常青 摄摄

22 日下午，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
“走在前 开新局·
喜迎二十大”主题
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三场，副市长常
红军介绍了青岛
打造宜居宜业宜
游高品质湾区城
市的总体情况，市住建局局长毕维准介绍了打造宜居宜
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的基础条件和具体安排。按照
方案，我市到 2026 年，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取得整体性、
突破性成果，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应有的城市风貌基本呈
现。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初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青岛基本建成，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成为常态。

喜迎二十大

《青岛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
区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
提出五个攻坚方向
实施城市更新建设行动
加快生态环境改善行动
开展文旅提升行动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行动
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对标世界级湾区
我市形成“1355”总体工作思路
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擘画的未来发展蓝图中，
青岛坚持把城
市发展放在新发展格局中、
放在山东发展全局中、
放在城市新的
历史方位中来审视和谋划，
把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
市”作为重点打造的“六个城市”之一，统筹推进。青岛“山、海、
城”
浑然一体，
拥有
“红瓦绿树、
碧海蓝天”
的特色风貌，
享有
“啤酒
之都”
“电影之都”
的美誉，
连续十次入选
“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
力的中国城市”，多次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对于统筹生产、生
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具有重
要意义。前期，经过多轮专家咨询，综合国内和本土高水平专
家学者意见，鲜明的海洋特质、多元的文化特色、包容的城市
情怀、优质的人居环境、幸福的生活感受是宜居宜业宜游高品
质湾区城市的基本内涵。
我市对标东京湾区、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等
世界级湾区，
形成了
“1355”
的总体工作思路，
其中：
“1”
就是一个核
心，
即打造高品质湾区城市；
“3”
就是三条发展主线，
即宜居、
宜业、
宜游；
第一个
“5”
就是五个具体目标，
即打造城市更新建设新示范、
蓝天碧水净土新形态、
文旅繁荣发展新高地、
市民安居乐业新家
园、
美丽宜居乡村新图景；
第二个
“5”
就是对应目标的五个攻坚方
向：
一是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
聚焦市民群众迫切需求，
全面打
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攻坚战，
着力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
质，
为高品质湾区城市提供关键支撑。二是坚持绿色低碳发展，
珍
惜自然禀赋，
厚植绿色发展理念，
着力保护生态安全，
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
推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筑牢高品
质湾区城市生态本底。三是加强文化和旅游建设，
坚定文化自信、
塑造湾区人文精神，
聚焦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
旅游服务品质升
级、
历史文脉传承保护、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凸显高品质湾区城
市重要特质。四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以完善现代化公共服
务体系为方向，
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底，
聚力完善人才发展政
策体系，为高品质湾区城市提供根本保障。五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以城乡融合为导向，构建激励相容的城乡融合发展机
制，补足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为高品质湾区城市提供战略空间。

五大领域入手
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高品质生活
未来，青岛将立足新发展阶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
本目的，突出“共享型”城市发展导向，坚持以人
为本、公平普惠、绿色发展、系统观念的基本原
则，从城市更新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化和旅
游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乡村振兴发展五个领域
入手，推动高质量发展，赋能高品质生活，努力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一批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城市建设工程、
利民惠民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一批制约高品
质发展的城市建设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城市功
能不断完善，城市景观显著提升，城市空间更具
活力，城市交通更加顺畅。到 2026 年，城市更新
和城市建设取得整体性、突破性成果，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应有的城市风貌基本呈现。推进生产
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空
气质量全面优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土壤安
全利用水平巩固提升。到 2026 年，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初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 青 岛 基 本 建 成 ，青 山 绿 水 碧 海 蓝 天 成 为 常
态。树立主客共享理念，旅游为民、旅游带动作
用全面凸显，旅游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坚持文化
铸魂、文化赋能，推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特色更
加鲜明，城市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到 2026 年，
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基本建成，年接待游客达
1.7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100 亿元，文化产
业增加值突破 1000 亿元。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切实把改革发展红利
转化为民生幸福指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城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文化、
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充足、均等、便利，社会保
障体系覆盖全民。到 2026 年，健康舒适、多元包
容的美好家园初步建成，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
橄榄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打造全域共同富裕
先行城市。深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
设，推进城乡要素均衡化配置，有序改善农村基
础设施，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着力提升农村
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
行区。到 2026 年，部省共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取
得积极成效，打造 100 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10 个乡村振兴示范区。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我市还将以城市体检
为抓手，强调城市的可评估性，建立健全“一年
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研
判发展优势，发现城市短板和“城市病”，形成
“动态监测、定期评估、问题反馈、决策调整、持
续改进”的城市建设管理闭环，推动城市高质量
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宜居宜业宜游水平，让广大
市民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五个攻坚方向、67 项重点任务
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
在深入研究分析我市基础条件的前提下，
按照
“六个城市”总体部署，
综合全市和各行业“十四五”
规划、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攻坚行动等重点任务，
形
成了《青岛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五
年规划（2022-2026 年）》
《青岛市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高品质湾区城市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
《五
年规划》包括发展基础、
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
保障措
施等四部分内容，
《三年行动方案》从五个攻坚方向
提出具体 67 项重点任务，
由五个牵头单位分别负责
落实，通过补短板、强弱项、锻长板，努力建设具有
青岛特色的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五个攻坚方向包括：一是实施城市更新建设
行动。包括着力提升城市品质、有序完善城市功
能、推进城市韧性建设、强化城市精细管理等四方
面，统筹推进旧城旧村改造、市政设施建设、城区
积水点改造等 18 项重点任务。二是加快生态环境
改善行动。包括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
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推动形成绿
色生活方式等四方面，
包含加强大气污染防治、
推进
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
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倡
导绿色低碳生活等 15项重点任务。三是开展文旅提
升行动。包括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高城市旅
游服务品质、
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推动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等四方面，
包含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
加大非遗保护传承力度、
大力发展文旅
融合业态等 13项重点任务。四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行动。包括全面促进居民就业增收、持续优化公共
服务体系、
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加速构筑人才聚
集高地等四方面，
包含调整优化收入分配、
推进公共
服务均等化、
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
营造一流人才
服务环境等 11 项重点任务。五是推进乡村建设行
动。包括有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农村人
居环境、
着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等三方面，
包含推进
农村公路提档升级、
整体提升村容村貌、
推进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10项重点任务。
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建得怎么样，
监测评估指标体系说了算。青岛对标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指标、世界湾区发展指标、中国人居环境
奖、
“ 上海指数”综合指标等国内外先进指标体系，
建立了以 8 个一级指标、21 个二级指标、89 个三级
指标为支撑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结合社会满意
度调查工作，每年形成评估报告，直观展现和评价
高品质湾区城市建设成效。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