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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8月5日讯 进入暑期，青岛
地铁客流持续保持高位。8月4日，青
岛地铁线网客流量达到 123.64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据介绍，7月15日至
8月4日期间，青岛地铁有16天客流保
持在100万人次以上的高位，线网累计
运送乘客 2178.56 万人次，日均客流
103.7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
特别是进入8 月以后，日均客流突破
110万人次，日均达到117.56万人次。

客流量较大的车站主要集中于五
四广场、青岛北站、台东、李村等换乘
站，以及浮山所、燕儿岛路、石老人浴
场等沿海一线和商圈周边车站。其

中，8月4日七夕当天线网客流量最大的
前三个车站分别为五四广场站（12.64万
人次）、台东站（10.67万人次）、青岛北站
（10.45万人次）。

青岛地铁客流连续多日被推上百万
“顶流”，背后原因有线网建设的不断提
速、服务细节的不断提升，同时也是青岛
地铁在城市公共交通中作用不断提升的
体现。

284公里线网是第一把“推手”。拥
有 6 条线路的青岛地铁线网覆盖面更
广，出行里程更长。

对交通枢纽的覆盖是第二把“推
手”。青岛的地铁线网串联了机场、铁

路、汽车站等多个客运枢纽站场。很大
程度上，青岛地铁是市民的出行始发站，
也是游客抵鲁第一站。

优质的服务是第三把“推手”。青岛
地铁围绕旅游季乘客出行需求，线网 6
条线路均采取季节性延时，线网运营服
务时间达18.07小时，铁路综合衔接覆盖
率达97.75%，运营时间覆盖接近90%的
出发航班和80%的到达航班，在全国名
列前茅。同时从严从细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抓实测温、查码、消杀等常态化疫情
防 控 措 施 ，筑 牢 坚 实 防 疫 屏 障 。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通讯员 李竞丞）

早报8月5日讯 8月5日，中电光谷
西海岸青年活力社区发布暨青岛数字医
疗科技产业发展论坛在西海岸新区中电
光谷青岛产业园举办，中电光谷西海岸
青年活力社区正式开街，青岛数字医疗
科技园启动，首批8家数字医疗项目集
中签约入驻。

论坛上，青岛西海岸新区与中电光
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打造
青岛数字医疗科技园，构建山东省首家

“全要素全生态”数字医疗科技园区，进
一步促进数字经济技术与医疗产业融
合，赋能传统医疗行业转型升级。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通讯员 兰美娜）

早报8月5日讯 第三届HFS·时尚
体育节正在金沙滩啤酒城如火如荼地举
行。经过激烈角逐，目前 HFS-街头篮
球赛、HFS-极限赛道赛事结果已出炉。

据了解，8月2日至8月4日期间进行
的HFS-街头篮球赛，赛事将篮球与潮流
相结合，融入多种街头元素，既有比赛的
专业性，同时又充满潮流风与街头感。
其中，“随便玩玩队”夺得成人组3V3冠
军，“小憩遇茶队”夺得成人组3V3亚军，

“最菜高中生队”夺得初高中组 3V3 冠
军，“专喝啤酒队”夺得初高中组3V3亚
军；许时雨、鲍羽晨分别夺得女子1V1对
抗赛冠亚军；官俊菲、于洁、陈馨怡所在
队夺得女子组 3V3 冠军，唐凤琦、李迎
港、王雅霖所在队夺得女子组3V3亚军。

8月3日至8月4日举行的HFS-极
限赛道，分为长板赛、滑板赛、轮滑赛三
大赛事，首次尝试将三大极限赛事进行
融合，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和看点。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实习生 张靖 通讯员 丁霞）

早报8月5日讯 近期，青岛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 2022 年度家庭
过期药品集中销毁活动，本次活动共销
毁回收的家庭过期药品39.1吨。截至目
前，全市一共有1466家药店承担家庭过
期药品回收活动，市民可以通过青岛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进行查询各区市就
近的过期药品回收药店。自 2014 年以
来，我市已经连续开展10次家庭过期药
品集中销毁活动，共销毁回收的过期药
品 183.6 吨。（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孙晶 通讯员 吕青）

早报8月5日讯 8月4日下午，青
岛市“荣军康养”办公室联合海军第
971 医院，走进西海岸藏南镇的优抚
对象丁昌明家中，为他送去健康服
务。7月29日，青岛市正式启动“荣军
康养”工程，这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系
统尚属首次。丁昌明是青岛市“荣军
康养”工程启动后首位入户送去健康
服务的优抚对象。

丁昌明大叔今年63岁，是一位带
病回乡退役军人，处于脑外伤术后治
疗阶段，现居家卧床治疗，生活不能自
理。7月30日，丁昌明的家属拨打了

“荣军康养”办公室荣军就医热线
68721717反映病情，办公室工作人员
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联系签约机构
海军第971医院，邀请专家入户会诊。

在现场，海军第 971 医院神经外
科、康复理疗科和心内科等几位专家
仔细询问了丁昌明身体状况，为他进
行了细致检查。神经外科专家查看丁
昌明的头部状况，询问了手术后恢复
情况，给出了下一步治疗建议；康复理
疗科专家讲解了针对长期卧床如何进
行康复训练，为其家属介绍了日常饮
食和护理方法；心内科专家为丁昌明
进行了体格检查。

“感谢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荣军康养
工程，感谢971医院的专家们，我们上午
求助，下午就联系我们说要上门诊疗。
本来我对老伴的病情都不抱希望了，经
过专家诊疗，我又有信心了。”丁昌明的
妻子激动地说。

下一步，“荣军康养”工程将继续发
挥纽带作用，协调签约单位，为退役军人
和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优惠、优质
的康养服务，充分体现对退役军人和优
抚对象的尊崇和优待。

7月29日，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启动
“荣军康养”工程，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与14家合作单位举行签约仪式，标志
着青岛市优抚对象康养领域的优待工作

开启新篇章。
“结合青岛实际，我们启动‘荣军康

养’工程，引导优质康养资源积极参与合
作，通过合作实现

‘享有最好康养资
源、享有最有服务
保障、享有最高社
会尊崇’，最终形成

‘虹吸效应’扩大战
略合作圈和覆盖
面。”市退役军人局
党组书记、局长孙
刚介绍。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朋朋 摄影报道）

一个电话 军医上门会诊
青岛在全国率先启动“荣军康养”工程 首次入户为优抚对象送医上门

123.64万人次！地铁单日客流再创新高
青岛地铁线网客流量不断攀升 进入8月后日均客流突破110万人次

39吨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销毁

HFS-街头篮球赛
战果出炉

青岛数字医疗科技园
在西海岸启动

青岛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公告

本公司接受委托，对某单位以下两
处房产进行公开挂牌转让：

1、市北区连云港路 37 号 4104 户、
4105 户、4106 户房产，挂牌底价为 88.5
万元。2、崂山区宁德路26号7号楼2单
元401户房产，挂牌底价为363万元。

公示期限：2022 年8月4日9：00 至
2022年8月17日16：30止。详情请登录
青岛产权交易所网站，或致电垂询。

网址：http://www.qdcq.net
联系电话：66718939
联系人：杜女士
地址：崂山区深圳路 156 号国金中

心9号楼15层

专家入户为丁昌明会诊。

扫码关注政青
岛了解更多详情

早报8月5日讯 5 日晚，2022 第
十四届青岛国际帆船周·青岛国际海
洋节在奥帆中心盛装启幕。

开幕式上，刚刚获得 2019-20 赛
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冠军的“青岛号”
船员代表受邀上台讲述参赛故事，与
现场嘉宾观众共享荣耀时刻；青岛市
重大国际帆船赛事（节庆）活动组委会
与达尔文市帆船俱乐部、克利伯风险
投资公司、国际航海学校协会进行线
上签约；青岛市与太原市、呼和浩特
市、济南市、郑州市、成都市、兰州市、
西宁市和银川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沿黄河流域省（区）体育发展联
盟；参加各项赛事活动的近 60 支队
伍，在围观市民游客的欢呼声中依次

登场亮相。
以“传承奥运、扬帆青岛，活力海洋

之都、精彩宜人之城”为主题的本届帆船
周·海洋节为期10天，涵盖六大板块近
50项赛事、交流、文体、商贸活动。活动
期间，还将首次举办沿黄河流域体育与
活力城市青岛对话。

据介绍，今年的竞赛核心板块将加
大赛事供给，在去年“十一赛一营”基础
上增加到“十九赛一营”，赛事数量创历
年之最。既举办高端帆船赛事、也举办
市民可及的赛事活动，注重市民参与面、
参与度的延伸，赛事数量、规模、品质、影
响方面实现新突破。

除帆船主题赛事、培训、交流活动
外，本届帆船周·海洋节将打造全民共享

的体育嘉年华。在奥帆中心、银海大世
界等景区同步推出优惠乘船出海体验活
动；市民游客可报名参与“欢迎来航海”
帆船公益体验、“扬帆青岛·海洋体育科
普周”等主题活动；奥帆中心内的休闲船
艇展、“山嗨经怪”集市、文创市集、潮玩
街区等将满足不同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精神文化需求。

作为青岛加快建设全球知名体育城
市和国家体育中心城市的关键载体，本
届国际帆船周·海洋节将在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及安全工作要求的前提下，以更
高标准、更高品质办好赛事活动，以帆船
活力激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
城”动力。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张羽）

2022青岛国际帆船周·海洋节启幕
为期10天 将举办六大板块近50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