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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大翻新 背街小巷展美颜

即墨陆港蓝村区域推动“城市更新”优化居住环境
清晰的交通标线，平坦黝黑的道路，来来往往的
车辆平稳地行驶在马路上……这是当前来到即墨陆
港蓝村区域最直观的感受。随着一系列道路顺利完
成改造提升，该区域发展智慧物流产业的优势将更加
凸显。

老旧小区道路“升级换代”
“现在小区的道路重新硬化了路面，变得宽敞平
整 了 ，再 也 不 用 走 坑 坑 洼 洼 的 路 了 ，我 们 心 里 真 高
兴。”对于眼前的变化，家住即墨区蓝村街道阳光苑
小区的孙女士感受明显。
这样的改变同样发生在蓝村街道的富泉苑小
区。一进小区大门，只见破损许久的水泥路面已被平
坦整洁的沥青路面替代，居民将彻底告别“晴天尘土
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状况。
阳光苑和富泉苑等小区的变化，得益于蓝村街道
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蓝村街道是即墨主城区
外较早实施“城市化”的区域，由于地处城乡接合部，
较早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没有同步引入配套的物业
管理公司，随着时间推移，小区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
来，路面破损严重、狭窄坑洼的问题尤为突出，小区改
造迫在眉睫。
如何把老旧小区改造改到居民心坎上？今年以
来，蓝村街道坚持党建统领，深入落实《青岛市城市更
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工作要求，对老旧
小区存在的问题“精准把脉”，瞄准普遍缺失物业管理
的问题源头“对症下药”。分别成立小区党支部，选举
产生业主委员会，建立起城市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
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等多方参与的协商议事机
制，
“ 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小区居民普遍关注
的“堵点”
“痛点”和“难点”。
老旧小区改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对
此，蓝村街道创新体制机制，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参与
实现“大合唱”。由街道和小区（含物业、业主）共同出
资，物业提交申请、居委会社区审核、街道审批，物业
或业主委员会负责设计施工。待社区、居委会、业主
委员会统一验收后，提报决算，街道审核后按比例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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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金，对小区综合环境进行整治。同时，为保障信
息公开透明，由街道统一组织，公布施工工程结算，保
障社区居民的知情权，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内外兼修，安全出行让群众更舒心。截至目前，
蓝村街道实施老旧小区内部道路改造，共有 4 个小区
道路改造全部完成，翻新路面约 8000 平方米。老旧
小区周边道路坑洼修复 22 处，修复面积约 1000 平方
米，进一步为群众安全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背街小巷展新颜
“真是没有想到，这条不起眼的小路能重修成‘高
大上’的柏油路。”家住南泉派出所家属楼的居民潘静
发现，门口的那条路面陈旧的水泥路——红星路，已
变成崭新平整的柏油路面。同一时间，与红星路同为
“邻居”的另一条水泥路也重修成柏油路并通车。这
两条不起眼的“小路”能够“提档升级”，让附近的居民
在不知不觉间感受到背街小巷的“华丽转身”，以及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带来的实惠和利好。
“一些坑洼不平的道路已经修复平整，
我们开车上
下班更加方便了。
”
家住即墨城区但在蓝村上班的黄珊
感受到了新路带来的出行便利。背街小巷大变脸，变

青岛 10 月份“气质”优良率 100% 全省排第一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记者 22 日从市生态环境局
获悉，10 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3.18，同比
改善 16.3%。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100%，同比改善幅
度为 9.7 个百分点，在省内 16 地市中排名第 1，同比
上升 3 个名次。PM2.5、PM10、一氧化碳浓度及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均为 2013 年以来同期最好水平。
10 月 青 岛 市 环 境 空 气 国 控 点 位 统 计 结 果 为 ：
PM2.5 浓 度 为 20 微 克/立 方 米 ，PM10 浓 度 为 44 微
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为 7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
氮浓度为 32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浓度为 0.7 毫克/
立方米，臭氧浓度为 141 微克/立方米，各项污染物浓
度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同比，
PM2.5 降低 9 微克/立方米，PM10 降低 15 微克/立方

米，二氧化氮降低 3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降低 0.2
毫克/立方米，臭氧降低 5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持
平。
各区市综合指数由差到好排名依次为：高新区
3.48、平度市 3.42、西海岸新区 3.35、莱西市 3.31、城
阳区 3.29、胶州市 3.25、李沧区 3.21、市北区 3.20、市
南区 3.09、即墨区 3.03、崂山区 2.91。各区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范围为 93.5%～100%，由差到好依次为西
海岸新区、崂山区、市南区（并列第 8）、胶州市（并列
第 8）、市北区（并列第 1）、李沧区（并列第 1）、城阳区
（并列第 1）、高新区（并列第 1）、即墨区（并列第 1）、
平度市（并列第 1）、莱西市（并列第 1）。
（观海新闻/青
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通讯员 韩矗 华丽）

上周我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4℃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
雪 ，当 天 岛 城 细 雨 霏 霏 。 小 雪 是 冬 季 的 第 二 个 节
气。天气转寒，北方开始供暖，节气交接之际，有的
人会感到口干舌燥、眼睛发干，医生建议，可以通过
饮食“补阳气”。比如当归生姜羊肉汤等温阳祛寒的
食物。睡前可以泡泡脚，头凉脚热有助于睡眠。
时间已经进入 11 月下旬，岛城的气温却并不太
“冬”，依旧暖如“秋”季：上一周（11 月 13 日 20 时～11
月 20 日 20 时）青岛全市平均气温为 11.1℃，
而历史同

期平均气温为 7.1℃，气温显著偏高。这主要是因为
近期影响岛城的冷空气实力都不强，
气温处于
“躺平”
状态，
相比起来，
雨水倒显得有些勤奋，
频频上线。
未来几天全国大部仍处于较常年同期偏暖水
平。来自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没有
明显冷空气影响，岛城以多云或晴天为主，气温小幅
回升。预计 27 日前后，将有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
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及降水天气。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首批个人养老金基金正式亮相 工银瑞信 2 只养老 FOF 入选
在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陆续落地后，公募基金
的准备工作快速推进。近日，工银瑞信等多家基金
公司公告旗下养老目标基金增设 Y 类份额，投资者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此类个人养老金专用份
额，管理费和托管费等将享受一定的费率优惠。以

工银瑞信基金为例，其旗下两只养老目标基金增设
Y 份额，分别为工银瑞信养老 2035FOF 和工银瑞信
稳健养老一年 FOF，Y 类份额的管理费、托管费均实
行五折优惠，且不得收取销售服务费。
投资有风险

的是城市的
“里子”
，
打通的是离百姓最近的
“连心路”
。

同步建设惠民工程
今年以来，陆港蓝村区域在道路改造提升方面，
定位于“全域统筹、精细深耕”的攻坚方向，既有产业
园区的配套路网，又有惠及民生的背街小巷，做到畅
通“主动脉”，疏通“毛细血管”，真正让区域路网串连
起来，激活城市发展的“末梢神经”。通过结合点位交
通现状、社情民意等因素，确定主次道路建设时序，科
学合理制定施工和交通组织方案，并与属地社区、村
居成立协调小组，及时调解工程打围占道、设施拆除
等问题，在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出行影响的前提下加
快推进施工进度。
“我们将继续加快‘城市更新’的进度，把改善基
础设施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在改造提升
路网体系的同时，将同步开启蓝村全民体育健身中心
和陆港拾光公园等惠民工程的建设，补齐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进一步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蓝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姜佩泉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通讯员
徐宁 秦超

青岛本外币存款
余额达 24740 亿元

新增存款超过去年全年总量
贷款规模突破 2.6 万亿元

本报 11 月 22 日讯 22 日，记者从市政府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前三季度，我市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741.7 亿元，同比增长 6.4%，高于 GDP 增速 2.3 个百分
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10.7%，是去年同期 3.1 倍；金融
业实现税收 203.9 亿元，占全市税收比重为 14.2%，金融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显著提升。
存贷款稳定增长。截至 10 月末，全市本外币存款
余额 24740 亿元，同比增长 12.04%，高于全国 1.64 个百
分点；比年初增加 2365 亿元，新增存款超过去年全年总
量。本外币贷款余额 26556 亿元，同比增长 11.38%，高
于全国 0.88 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 2466 亿元，贷款规模
在全省率先突破 2.6 万亿元。
直接融资稳定增长。社会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前10个
月，
全市企业通过上市、
挂牌、
发行债券等各种形式实现直
接融资 2872.76 亿元，
同比增加 292.7 亿元，
直接融资规模
进一步扩大，
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全市信贷结构持续优
化，
新增企（事）业单位贷款2306亿元，
超过去年全年增量，
占全部新增贷款的93.5%，
新增贷款更多流向实体企业。
全市在中基协登记备案的私募基金和管理规模分
别突破 2000 只和 1800 亿元，达到 2125 只和 1805 亿元，
两项增速持续保持全国前三位，基金管理规模提前完
成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全年工作目标。416 家私募基金
管理人户均管理规模 4.34 亿元，同比增长 31.5%。
青岛在资本市场表现活跃。今年前十月，青岛新
增创新奇智、泰德股份、科捷智能、国新健康等上市及
过会企业 12 家，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全市境内外上市公
司总数达到 78 家，稳居全省首位。精准建立 442 家重
点拟上市企业后备库，目前全市在证监会及交易所待
审企业 12 家，在证监局辅导企业 20 家，形成上市梯队
良性发展格局。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李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