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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拟申请退还缴纳的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凡在我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中从事劳务

作业未进行工资结算支付的作业人员，在本声

明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相关资料与我公司

联系解决（联系人：杨彬，手机：15666640830，办

公地点：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路仁和

花园8号）。逾期仍未解决的，可在2022年 10

月 31 日前（声明发布截止后 5 日内）向青岛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投 诉 举 报（投 诉 举 报 电 话 ：

88018975），逾期后到我公司注册地协调解决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80号，联系

人：杨彬，手机：15666640830）。

特此公告。

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退还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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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金，凡在我公司承建的工程项目中从事劳务

作业未进行工资结算支付的作业人员，在本声

明发布之日起30日内，携带相关资料与我公司

联系解决（联系人：杨彬，手机：15666640830，办

公地点：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阿里山路仁和

花园8号）。逾期仍未解决的，可在2022年 10

月 31 日前（声明发布截止后 5 日内）向青岛市

交 通 运 输 局 投 诉 举 报（投 诉 举 报 电 话 ：

88018975），逾期后到我公司注册地协调解决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80号，联系

人：杨彬，手机：15666640830）。

特此公告。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退还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公告

早报9月 20日讯 19 日傍晚 6
时33分，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接到
警方警讯通报，有人从青大一路进入
浮山后迷路被困，急需救援。救援队
立即下达救援指令，崂山南线 5 名队
员即刻响应，前往事发现场。

晚7时29分，救援队员到达浮山
南麓足球场位置与警方会合，沟通情
况后，队员用指星笔和头灯同时扫向
浮山中部的5 座山峰，并给求助者打
电话确认对方是否能够看到灯光，求
助者反馈看不到任何灯光，据此判断
其被困于浮山北坡。

此时天色已晚，气温骤降，被困

者衣着单薄，有失温的危险。救援队
员立即向山顶攀爬，用时 18 分钟爬
上顶峰，开始呼喊求助者的名字。很
快，从雏凤顶和仙砚峰中间的山梁北
侧的崖壁处传来求助者的回应声。
此处是一处断崖，上方是距山梁约
100 米的陡坡，下方是几十米高的悬
崖。救援队员循着声音很快与求助
者会合，成功将他带下山。救援队员
通过交流得知，求助者是一名大二学
生，当天下午4时30分带着相机上山
拍晚霞，没想到迷路受困，无奈只得
报警求助。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早报9月20日讯 记者 20 日从青
岛马拉松组委会获悉，海尔·2022 青岛
马拉松比赛将于11月5日（周六）在五四
广场北广场（市政府正门前）鸣枪开跑，
21日上午10时开启报名通道。

本次青马比赛设置项目为：马拉松
（42.195 公 里）7000 人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公里）12000人、迷你马拉松（约
5 公里）6000 人（包含家庭跑，限报 200
组）。为传递公益正能量，2022 青岛马
拉松比赛继续设立慈善公益跑名额，可
在马拉松、半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中任
选一项，限报200人，所得款项全部捐赠
给青岛市微尘公益基金会，用于“阳光少

年”项目。
比赛报名将于 21 日 10 时启动，广

大跑友可通过官网 www.qd-mls.com
或官微“青岛国际马拉松”，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报名如额满需抽签决定，迷
你马拉松、家庭跑、公益跑名额先到先
得，额满即止。报名截止日期为 9 月
29 日。报名费用分别为：全马 200 元/
人、半马 160 元/人、迷你跑和家庭跑
60元/人、公益跑500元/人。跑友也可
关注“青岛国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
号和“青岛马拉松赛”官方微博，获取
最新赛事信息。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世杰）

早报9月20日讯 20日下午，市生
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钊贤做客“民
生在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工作”
主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蓝天碧海好上加好

空气质量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也
是我市常抓不懈的重点任务。市生态环
境局重点突出源头治理和减污降碳协
同，强化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
协同控制，落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
推进机制，开展道路环境颗粒物出租车
走航，组织各区市全面排查梳理大气污
染源，出台了大气污染治理攻坚“30
条”，协同控制工业、城市扬尘、机动车
船、燃煤等方面的污染，空气质量越来越
好，连续两年稳定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截至目前，PM2.5 浓度达到 25 微
克/立方米，较大幅度地优于二级标准
35 微克/立方米，今年已有 228 个好天，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天，是2013年国家
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以来最优水平，“青
岛蓝”已成为常态。

青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活力
海洋之都”，青岛市坚持以海湾综合治理
和美丽海湾建设为主线，切实加强海洋
环境保护。过去五年，近岸海域水质优
良面积比例分别为98.5%、98.6%、98.8%、
98.8%、99%，实现了好上加好。生态环
境部首次开展了全国美丽海湾评选，灵
山湾从全国众多海湾中脱颖而出，位列
4个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第一名。

源头上保障长治久清

网谈中，有网友提到，经过治理，这

两年墨水河环境好了很多，下一步还有
更好的治理措施吗？杨钊贤表示，2015
年8月开始，即墨相关主管部门陆续投
资 29 亿元实施墨水河、龙泉河综合整
治工程，坚持全线截污治污、全线中水
回用、全线清淤的治理理念，打响了整
治改造墨水河的攻坚之战。近年来，即
墨区陆续实施墨水河清淤、城区雨污混
流改造、水生态修复、墨龙河生态补水、
张家西城河上游科技创新园污水泵站
应急设施建设等工程，墨水河水质稳步
提升。监测数据显示，2020 年至今，墨
水河入海口、西城汇两处国省控断面水
质类别均达到地表水Ⅳ类，超过国家Ⅴ

类水的水质要求。下一步，即墨区将加快
推进即墨区污水处理厂、即墨区北部污水
处理厂升级改造，继续实施城区雨污分流
改造、管网检测修复，从源头上保障墨水
河长治久清。

针对个别汽修厂半夜偷偷喷漆和汽
修厂、4S 店喷漆废气扰民的问题，网友建
议是否可以建设集中喷漆中心。杨钊贤
介绍，建设机动车维修行业集中喷漆中心
是提升全市行业企业环境管理水平的有
效途径。去年，市生态环境局和市交通运
输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机动车维修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的通知》，针对维
修企业周边居民投诉异味问题，鼓励机动
车维修企业较为密集的区域合理设点建
立喷涂中心，配置先进高效的VOCs治理
设施和生产设施，通过规模化生产实现
VOCs 的集中处理，降低环保治理成本，
提高治理效率。目前市北、崂山等已建设
汽修钣喷中心。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
继续联合市交通运输部门鼓励更多企业
开展机动车钣喷中心建设。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吴帅）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杨钊贤做客“民生在线”回应热点问题

今年已有228个优良天“青岛蓝”成常态

网谈时间：
9月21日（周三）下午2：30—4：00
网谈单位：
城阳区人民政府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

杨钊贤（左）做客“民生在线”。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魏懋轩 摄

今天上午10时开启报名通道

2022青岛马拉松11月5日鸣枪开跑

早报9月20日讯 19日，中国田协
银牌赛事、中国田协最美赛道特色赛事、
山东省“十大”路跑类精品体育赛事——
2022 青岛西海岸半程马拉松发布定档
时间，该赛事将于11月13日举行，目前，
七大报名通道已经同步开启。

赛事分为半程马拉松、5 公里健康
跑。为提升选手参赛体验，赛事优化升
级赛道，打造生态景观赛道，将金沙滩啤
酒城、凤凰之声大剧院、唐岛湾公园、鱼

鸣嘴景区、银沙滩风景区、连三岛景区等
城市生态景观联结起来，让参赛选手可
以在奔跑中感受西海岸新区山海环绕的
旖旎风光和独特魅力。

为拓宽报名渠道，此次赛事共开放
赛事包小程序、赛事官网、数字心动
APP、最酷、咕咚、跑跑网、马拉马拉七大
报名通道，报名运动员可任选一个通道
完成报名即可。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 相关新闻 /

西海岸半马定档11月13日

大二学生爬浮山拍晚霞迷路被困

救援队夜幕下断崖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