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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区委副书记、区长魏瑞雪做客民生在线 回应网友关心热点问题

三大低效片区开发“产城融合”

早报 8 月 4 日讯 8 月 4 日下午，李
沧区委副书记、区长魏瑞雪做客民生在
线直播室，
围绕“办实事、开新局，
奋力打
造全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
主题，
与网
友在线交流。

上半年民生支出达18.5亿
针对网友关心的今年李沧区在推动
发展、改善民生方面的重点工作，
魏瑞雪
介绍，李沧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
今年上半
年民生支出达到 18.5 亿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的 72.4%。
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聚焦学校幼儿
园建设，
高标准高品质完成君峰路中学、
秀峰路小学等 10 所中小学幼儿园新建改
扩建，新增学位 1.1 万个，青岛实验初中
李沧分校将于今年秋季开始招生，今年
中考创历史最好成绩，
普高录取率、升入
重点高中人数大幅增加。提升医疗卫生
水平，
规划建设 6 家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大力推动八医东院区建设，
打造市区
北部高品质医疗卫生中心。提升养老服
务水平，
着力发展护理型床位，
总数达到
3605 张，占比达到 74.6%；大力发展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充分发挥 11 处居家社区

李沧区委副书记、
区长魏瑞雪（左）做客民生在线。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魏懋轩 摄
养老服务中心、90 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站作用，
签约家庭养老床位达到 3940 张，
实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

聚力三大低效片区开发
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
行动的主战场。魏瑞雪介绍，李沧区将
利用三年的时间，建设 240 多个城市更
新项目，重点解决好市民关注的东西部
发展不均衡、停车难、交通拥堵、小区环
境差等基本民生问题。
“城市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光涵
盖环境的更新、配套的更新，
还要同步导
入优质产业。在李沧三大低效片区开发
中，我们更加注重产城融合发展。”魏瑞
雪说，北客站区域建设青岛 TOD 一号

工程，
打造聚集千家企业、提供数万就业
岗位的“青岛创新创业活力区”；楼山区
域将整片开发 2439 亩的青钢片区、2397
亩的碱厂片区和 3082 亩的瑞金路两侧
地块等，
注入科技创新、优质教育医疗资
源等城市发展元素，将彻底扭转北部老
城区形象，在胶州湾东岸打造又一未来
新城；世博园区域，计划引进集园艺景
观、文化旅游、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生态文
旅龙头项目，建设城市生态文化旅游功
能区。
同时，
积极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
戴
家旧村 267 户仅用 2 个月全部完成拆除，
实现全市首个城中村整村拆迁，安置区
建设下半年破土动工，居民乔迁新居指
日可待。长涧社区等其他剩余城中村改
造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持续推进老旧小

一窗办结 开心拿证
崂山区首例经济适用房转商品住房业务顺利完成
早报 8 月 4 日讯 7 月 28 日，河畔家
园业主肖先生来到崂山区不动产登记中
心成功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这标志着崂
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住建局、税务
局办理的崂山区首例经济适用房转商品
住房业务顺利完成，为下一步不动产登
记中心有序展开经济适用房转商品住房
业务登记工作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依据青岛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规范
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有关事宜的
通知》，
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按照自愿原
则，
通过申请补缴土地收益价款的方式，
取得所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完全产权，住
房性质变更为普通商品住房。该《通知》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财政等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
完善我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信
息系统，将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
业务纳入系统管理，
达到信息共享、服务
便捷和统计精准，
实现“一次办好”。
为落实好市、区政府文件精神，
维护
好群众的切身利益，崂山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全力配合开展登记工作。在区住建
局为肖先生出具崂山区经济适用房取得
完全产权土地收益价款通知书后，税务
部门通过系统完成收税，不动产登记中
心予以受理登记。申请人肖先生夫妇今
年均已 70 多岁了，在夫妇二人来到不动

产登记中心大厅后，工作人员便直接将
他们引导至服务专窗，为其提供特需窗
口办理。在办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将夫
妻析产与变更登记合并办理，
实现了“一
窗办结”，
为快速办证提供了便利。
“真是太方便了，
原以为办理登记手
续繁琐复杂，
需要多次跑腿，
没想到在不
动产登记中心一个窗口就能把所有手续
办理完成。
”
肖先生说，
“我们深深感受到
了崂山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为我们提供的
方便，为登记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效率
及服务态度点赞！”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房涛）

创新创业“引凤莱栖”
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启动仪式在莱西举行

早报 8 月 4 日讯 8 月 4 日，第十一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暨首届
“引凤莱栖”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莱
西隆重举行。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作为国内科技领
域层次最高、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
力最强的品牌赛事，将为莱西及至整个
青岛地区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和绝佳的
机遇。
大赛创新融合第十一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青岛赛区）和首届“引凤莱栖”
创

新创业大赛两大主题赛事，其中第十一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青岛赛区）分设青
岛和深圳两大赛事板块，
内容丰富、赛程
紧凑。经过前期广泛宣发和培训，本届
大赛参赛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共有 614
家企业报名参赛，其中青岛赛区 389 家、
深圳赛区 206 家、莱西赛区产业领军人
才（团队）申报企业 19 家。
仪式期间还举行了 2021 年度国家
备案众创空间授牌、
“引凤莱栖聚人
才 固巢养凤兴产业”莱西市高端人才

合作落地和重点项目落地签约、莱西
市 2022 年“双招双引”创新举措宣讲等
环节，特别邀请知名经济学家、创投专
家、增量研究院院长张奥平进行《有效
创新与有为资本结合的企业时代机
遇》主题分享。
据了解，启动仪式结束后，本届大
赛将陆续开展初赛、决赛、尽职调查等
后续赛事环节，预计 8 月底青岛赛程将
全面收尾。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王彤）

区整治，东南新苑等 6 个老旧小区整治项
目全部开工，惠及居民 2700 户。提前开展
38 个小区整治项目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
工建设。加快居住环境提升，开工建设 20
个公园城市项目，补绿增绿 5 万平米，让居
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强力推进拆违治
乱工作，
拆除存量违建 41.4 万平米，
完成年
度计划的 89.3%，大大改善了居住环境、释
放了公共空间，推动城市吸引力不断提
升。加快推进 8 条道路打通工程，迎真宫
路等 4 条道路具备通车条件，建水路实现
提前通车。开工建设世园综合服务中心等
4 个停车项目，将新增停车泊位 3846 个，完
成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设施智能化改造 28
处，新增共享停车泊位 1.1 万个，让居民真
切感受到生活便利度的提升。
在线交流中，多位网民围绕市八医东
院项目提出问题。魏瑞雪表示，市八医东
院区项目位于李沧区东部金水路与宾川路
交界处，
为市级重点项目，
从市八医东院区
长远发展的角度及优化李沧区医疗资源配
置出发，市、区政府正积极协调，规划将北
侧 40 亩地块重新划归八医扩建使用，用于
建设与之相配套的科研、教学楼及二期住
院楼等，
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
预
计 2023 年下半年可以投入使用，东院区将
建设成为集科教研为一体的三级综合甲等
医院。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张晋
见习记者 周亚娆）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
网谈时间：
8月9日（周二）下午2：
30-4：
00
网谈单位：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智赋城轨 绿色发展
青岛 10 月举办国际城市轨
道交通展览会暨高峰论坛

早报 8 月 4 日讯 已成功举办 6 届
的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今年
首次“出圈”！记者 4 日了解到，原定于
8 月 18 日在北京召开的“2022 北京国际
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暨高峰论坛”
将于
10 月 13 日-15 日移师青岛，同期将举
办“首届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高新技术成
果交易会”。
本届展会全新升级，
逐步向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转化。首届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由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指导推动，
集高新技术成果交易、签约仪式、产品
展示、高峰论坛、项目招商、合作交流等
于一体，重点展示城轨行业绿色发展、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智慧城轨
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先
进技术和产品。致力于打造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领域高新技术权威的展示、发
布、交易、交流平台，
推动高新技术成果
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在促进业主单
位、装备制造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的技
术交流与合作方面，
发挥重要推动助力
作用。展会增设了青岛轨道交通展览
展示板块。展会期间，
将举办青岛轨道
交通“一馆一日一座城”
活动。
展会选择中铁世界博览城作为主
会场，给行业提供了更专业、更便利的
展示平台，成为参展商各取所需、各尽
所能的表演舞台，
一流的软硬件条件也
会大大提升观众的参展、观展体验。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黄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