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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8月3日讯 8月2日，“山海印
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崂山
区开幕。8月2日到8月5日，艺术节邀
请了国际吉他演奏家大卫·罗素、田芝
源、吴虞等以讲座或音乐会等形式，为青
岛人民带来精彩的艺术盛宴。

一座有韵味的城市，可以被聆听。
在轻快的音乐声中，两位 12 岁的原创
音乐人张栩宸、李沛霖吉他弹唱《你好，
童年》，歌曲简单纯真，表达出少年是艺
术城市的未来，同时也拉开启动仪式的
序幕。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起源于崂
山，青岛资深原创音乐人张文成演唱的
一曲《崂山》，用流淌在城市里的音符和
熟悉的专属记忆场景，感染着现场的每
一个人。

在悠扬的乐声之中，市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徐健，中共崂山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彭鹿鸣为吉他艺术节最高奖项

“巨峰杯”揭幕。“巨峰杯”重达23斤，通
体用水晶制成，寓意崂山剑峰千仞、万峰
争秀，崂山之巅的巨峰峰势伟巨、气势恢
宏。随后，“山海印象·2022青岛国际吉
他艺术节”正式启动。

艺术节以吉他为媒，促进国际文化
交流，赋能城市艺术发展。仪式上，15
位演奏家代表获授特约顾问。启动仪
式后，丹尼尔·德弗朗西斯与大提琴演
奏家伊沃·马丁内吉，以及青岛本土培
养出的“吉他女神”孙绚绚携手国内著
名演奏家陈川、国内吉他演奏家陈曦，
一同开启 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的
首场音乐会，以精彩的演出赢得现场观
众高度赞扬。“青岛艺术节连续四年成
功举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

台，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探讨音乐。”
孙绚绚说道。

山海印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
术节现场，6 名吉他手与线上多城市吉
他手联动演奏《爱的罗曼史》，以多城
市联动合奏的创新形式，表达了艺术
无边界的理念，将乐曲优美的旋律与
共创艺术未来的愿景相融合，再次征
服了无数听众。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2022青岛国

际吉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8
月5日举行。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将助
力青岛“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宜人之城”
创建，从现在到未来，将不断挖掘自身优
势，融合各界资源，让更多的吉他爱好者
汇聚青岛，让和弦音符传遍青岛，用吉他
打造崭新的城市名片，让青岛文化向世
界发声。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见习记者 崔家琳 通讯员 赵子健
摄影报道）

早报8月3日讯 为进一步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根据《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文件精
神，我市自2022年7月起，对符合条件的
中小微企业实施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单位缴费政策。

此次缓缴，大约涉及中小微企业
23.6万户、在职职工135.16万人，分别占
企 业 缴 费 单 位 和 企 业 缴 费 职 工 的

87.7%、54.7%，预计可为企业腾出资金
18.37亿元。

缓缴范围：执行缓缴政策的用人单
位为参加我市职工医保的中小微企业
（含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社
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
行。正处于职工医保中断缴费状态的中
小微企业，应补齐2022年6月及以前中

断缴费后可享受缓缴政策。
缓缴时间：缓缴政策自2022年7月

起执行，缓缴期为7、8、9共三个月，缓缴
期间免收滞纳金。2022年10月起，相关
中小微企业应当一次性补缴缓缴期间基
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同时，应及时足
额缴纳10月基本医疗保险费，以确保参
保职工后续医保待遇。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千余名博士生
“智汇”青春之岛

早报8月3日讯 8月3日，由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中共
青岛市委组织部、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的第九届“百所高校千名
博士青岛行”活动盛大启幕。活动以

“智汇青春之岛，博引活力未来”为主
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设置高层次人才洽谈、项目对接会、研
修分营等活动板块，吸引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56所国内外重点知名高
校的1000余名博士生集聚一堂，活动
网络直播点击量突破7.7万次。

据了解，“百所高校千名博士青岛
行”活动作为我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人才交流节会，历经9年的培育发展，
已经成为岛城汇聚高端人才智力的

“金字招牌”，累计吸引来自 150 余所
海内外高校共 3000 余名博士来青对
接洽谈，400 余名博士通过活动平台
留青发展。

本次活动集中发布600个重点引
才岗位需求、3200余个人才需求。岗
位富集青岛市民营经济领军企业、国
家级园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
事业单位等优质引才主体资源。

为充分发挥“百所高校千名博士
青岛行”活动平台的资源集约优势，推
动博士和高校专家项目团队深入赋能
城市发展，本届博士行活动创新开辟
了专家“三进”暨“揭榜挂帅”项目洽谈
会板块，汇集了来自青岛市“揭榜挂
帅”榜单和千名专家“进重点企业、进
企业研发机构、进见习实习基地”行动
中的优质项目需求共计134个，其中，
生物医药产业发布项目34个、智能制
造业21个、现代海洋产业17个，榜单
总额超6.7亿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与各重点
高校的人才交流合作，青岛市加快建
设校地引才联动机制，织密引才网络，
现已建成19个招才引智工作站、3个
实习实训联络站和 24 个高校就业服
务站，地区间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服
务矩阵日臻完善。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杨健 实习生 王冰）

早报8月3日讯 8月3日下午，胶
州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本次疫情发生后，胶州市
集中力量迅速组织开展区域核酸检测，
已完成检测 887193 人次，检测结果全
部为阴性。

经专家组研判，此次疫情由外省返
胶人员在省外与阳性人员有共同聚餐
史，返胶后在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
发现，对社会面的感染风险较低，风险总
体可控。

区域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发布会上，胶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郭晓钟介绍，今年8月2日，胶州市发现
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系
胶州市在外省返胶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
测中发现。

疫情发生后，胶州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快速有序、科
学精准开展医疗救治、流调溯源、核酸检
测等疫情处置工作。目前，该病例在定
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医院按照中西医
结合的治疗方案，积极开展相关救治工
作，目前患者病情稳定。

疫情发生后，市县两级专业流调人
员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流调排查。截至
目前，对排查出的密接和密接的密接均
落实了管控措施。经基因测序，结果显
示 为 新 冠 病 毒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BA.2.2.1，判定该变异株与确诊病例曾
经旅居的外省疫情地区发现的新冠病
毒毒株高度同源。

疫情发生后，胶州市迅速组织对辖
区内密接、密接的密接及相关重点人员
进行了核酸检测，截至目前，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确诊病例家庭环境、自驾
车等点位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胶州市卫生健康局局长赵建磊介
绍，目前，胶州市共设置核酸采样点806
个，各采样点地址已在百度、高德等导

航地图中进行标注，其中提供 24 小时
采样服务的有 2 处，有 3 处夜市广场采
样点延时服务至晚上 8 时，有 104 个采
样点配备了核酸采样小屋。全市有 7
家机构具备核酸检测资质，有培训合格
上岗的采样人员 3490 名。各核酸检测
机构完成检测后，通过胶州市自建的

“智慧健康核酸检测系统”及时将检测
结果上传至“青岛市核酸数据库”。胶
州市核酸检测系统通过对接微信平台，
实现扫码查询打印检验结果；同时也对
接胶州市融媒体中心，实现云上胶州报
告查询，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市民采样检
测和验码通行需求。

疫情溯源情况已经查清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
姜法春介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流调溯
源工作主要基于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核
酸检测、血清学抗体检测和基因组测序
等多种方法综合判定。基因测序已经成
为目前新冠病毒溯源分型的主要手段，

通过将病毒的全部基因序列，与全球其他
地区的病毒序列进行比对，根据其相似度
来判断病毒的来源、传播及变异演化，为后
续的流调指明方向，也可为及早锁定感染
来源提供重要依据。只有溯源清晰才能更
好更精准地控制疫情的传播，更好地做好
疫情防范工作。

此次疫情，在获取其作为接触外省病
例返胶人员的密接身份后，胶州市立即启
动应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开展流调溯源
工作，立即启动了密接人员转运工作，将其
隔离到集中隔离场所。多部门快速联动，
迅速开展了详细的流调工作，实时管控了
风险场所和风险人员。“我们也同步开展了
基因组测序工作。流调结果显示，该确诊
病例为外省返胶人员，在外省与阳性人员
有共同聚餐史；作为密接人员在集中隔离
场所核酸检测中发现。经基因测序结果显
示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BA.2.2.1，
判定该变异株与确诊病例曾经旅居的外省
疫情地区发现的新冠病毒毒株高度同源。”
姜法春说。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李颖慧）

胶州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总体可控
已完成检测887193人次 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疫情溯源情况已经查清

跨越山海 弦间相聚
山海印象·2022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崂山开幕

23万余户中小微企业 可缓缴职工医保

青岛籍著名吉他演奏家孙绚绚（左）携手陈川倾情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