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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名藏蓝志愿者点亮“金盾”之光

青岛公安已经建立155个志愿者组织 普法宣传帮扶救困 刘德华为金盾志愿服务点赞
青岛的各个地区，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志愿者团队。志愿者们把温暖
送到困难群体身边，
把服务送到难以覆盖的角落，
把社会的关爱洒满人间。
志愿服务，
是青岛作为一座文明城市的鲜明底色。
“志愿服务活动的意义，
不仅在于服务人民群众，
也可以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
”
青岛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安机
关开展志愿服务，
是立足主责主业，
服务民生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
也
是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和自身防护意识、
护航城市发展、
促进平安青岛
建设的重要抓手。
在青岛的公益组织里，
从来就不缺乏民警辅警的身影。英雄交警李
涌，
就是
“青岛好司机”
公益团队的一员——志愿服务，
是人民警察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
深入基层倾听民声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上看，
公安队
伍需要一支自己的志愿服务团队。
2021 年 9 月的青岛市公安局大院，
公安队伍自己的志愿服务团队诞
生——
“青岛公安金盾志愿服务队”和市局直属 5 支“金盾特色志愿服务
队”
，
从局领导手中接过了属于自己的旗帜。从此，
青岛的志愿服务添了
一抹藏蓝。这群首次亮相的
“青岛公安金盾志愿服务队”
队员，
来自热心
公益的广大民警、
辅警以及关心支持公安工作的社会各阶层人士。
“我为
青岛警方金盾志愿活动助力加油！
”
当天的活动现场，
刚刚在青岛度过 60
岁生日的知名艺人刘德华，
还专门为反诈志愿服务活动发来助力视频。
“现在，
我们已经有了 13700 多名注册志愿者。
”
青岛市公安局宣传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

市北公安分局举行金盾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
市北公安分局举行金盾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
。

精准反击电诈
志愿者守护岛城市民“钱袋子”

广泛普法宣传
志愿者助力平安青岛建设

用爱帮扶救困
志愿者点亮“金盾”之光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
绝的犯罪，也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青岛公安金
盾志愿服务队刚成立，就将志愿服务与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紧密结合。服务队深入社会单位，进社
区、进企业、进校园、进村居、进景区、进场所开展百
场志愿服务活动，联合其他社会反诈志愿团队，牵手
媒体及相关单位，以反诈为主题，积极创作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作品，将公安文化和社区文化、企业文
化、校园文化相结合，组织开展反诈宣传小课堂等形
式多样的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确保反诈宣传走深走
实。
今年 1 月 10 日上午，青岛公安金盾志愿服务队
的重要活动之一、青岛市优秀反诈宣传文艺作品首
站展播活动在万象城举行，吸引了许多群众的目
光。征集评选活动自 2021 年 10 月份启动以来，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共收到 126 个单位踊跃投稿，报送作
品 965 件，涵盖短视频类、文学文艺类、创意绘画类、
书法艺术类四类作品。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
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100 多场志愿服务活动，让
超过百万青岛市民受益——在金盾志愿服务的加持
下，青岛公安的反诈工作取得了成效：2022 年 1 月记
者了解到，青岛已经基本形成“全警反诈、全社会反
诈”的全域全民反诈格局，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已
经连续七个月环比下降。

今年的 9 月 7 日中午，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
青岛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的金盾志愿服务平安
使者和民警一道，
走进威海路社区、
新华里社区，
采用
通俗易懂、
简单明了的
“拉家常”
方式，
面向社区居民详
细介绍了安全出行、
紧急避险等方面的交通知识，
着重
对闯红灯、不按规定路线行驶、骑电动车不戴安全头
盔、
驾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进行讲
解；
在青岛高新区，
青岛高新区公安分局金盾志愿服务
队在青岛实验学校开展应急处突演练，
组织辖区内的
45 所中小学幼儿园、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及安保负责
人、
保安队长到场观摩，
深入交流讨论……
莱西是现代农业大市，
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
大队志愿者开展
“助农创收”
志愿服务活动，
前往田间
帮助收获玉米，
并适时普及农资打假、
食品、
药品等相
关安全知识；
在平度明村镇，
明村派出所志愿服务队员
走进集市，
向群众宣传户籍制度和政策法规，
。
“现在，从市局到分市局，从分市局到派出所，到
基层警队，都有金盾志愿队员。”青岛市公安局宣传
处民警告诉记者，市局、分市局（警种）、基层所队，已
经建立起三级 155 个金盾志愿者组织。各级公安队
伍的金盾志愿服务不断持续深入社区、广场，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反电诈、治安防范、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让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助力
平安青岛建设。

为延续 45 把钥匙的人间大爱，
让爱的接力不断传
承，
市北公安分局金盾志愿服务队牵头组织社会各界
关心支持公安工作的爱心人士，
成立了
“马怀龙金盾志
愿服务队”
。服务队志愿者们常年帮助兴隆路社区 45
名孤残老人打理日常生活，
为孤残老人买菜、
打水、
投
马桶以及维修小家电等，同时精准帮扶 32 户困难家
庭，
并制定了
“爱心帮扶计划”
，
以给予帮扶对象更多的
关爱和照顾，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阳光与温暖。志愿
者们在帮扶的同时，
也在帮助帮扶对象重新走上就业
岗位，
使得很多帮扶对象能够自食其力、
摆脱困境。通
过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
已有 5 位长期帮扶对象摆脱
困难，
并且成为志愿者去帮助他人，
志愿者们通过一次
次爱心之举，
不断点亮
“金盾”
之光。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完善志愿
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在青岛的大街小巷、
景点商圈、
孤寡老人的家中、
疫情防控一线，
大家经常能看见志愿
者的身影。记者了解到，2021 年以来，青岛的志愿服
务添上了一抹藏蓝——青岛市公安局在社区、
校园、
村
居、景区等地已组织了 1780 多次“青岛公安金盾志愿
服务”
活动，
让越来越多的民警和辅警将专长运用于志
愿服务，
也让大家在服务中不断厚植对人民群众的深
情，更好地促进公安工作。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刘卓毅 实习生 许林岳 通讯员 于昌俊

全市山头公园整治评比结果出炉

城阳四公园获奖 城发集团新建两公园摘二等奖
本报 11 月 23 日讯 10 月中旬，青岛市园林和林
业局按程序启动对列入整治的 60 个山头公园（不含
太平山、浮山）评比工作，经各区筛选推荐，第三方审
计单位审核，市直有关部门、专家及人大代表等综合
评分，青岛市山头公园整治评比结果出炉。其中，城
阳区白云山公园荣获一等奖，由城阳城发集团负责建
设的丹山公园、女姑山公园均荣获二等奖，争取到奖
励资金 600 万元，毛公山荣获三等奖。
位于青银高速两侧居住板块南侧中部，2021 年
10 月底对外开放，一期工程建设完成的丹山公园如今
成为不少居民的每日打卡地。在建设过程中，城阳城
发集团尤其注重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最大程度
保留山上原有的植被群落。合理改造提升，乔灌木也
多采用原生态本地苗木。因为山体公园地势起伏，养
护难度大，在地被设计选苗时优选具有易养护、耐旱

丹山公园彩色环山道路。
涝、保水土能力强以及观赏性独特的苗木。这种追求
细节，打造高品质公园的理念同样体现在女姑山公
园建设中。公园位于城阳流亭街道女姑山社区南

侧，其中女姑山自古以来就被当作怀古眺望的好景
点，古籍中有关女姑山的记载和传说也颇多。当地
生态基地良好 ，植被覆盖率较高 ，因此在建设过程
中，建设方讲究顺势而为，通过山体绿化、园路修建
以及历史遗迹修复等将女姑山公园打造成为民俗文
化展示、都市田园体验、山林康体游憩的都市绿肺。
此外，在对山头公园进行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的过
程中，城阳城发集团秉承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根据山
体原有特色，
“ 一山一策”进行改造，充分考虑自然景
观、生态资源、历史底蕴等因素，打造不同风格、独具
特色的山体公园。
今年，
城阳区计划对丹山、
白云山、
毛公山、
女姑山、
驼船山 5 个山头进行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
并将于年
内全部完成。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栾丕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