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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阳区委副书记、区长殷连刚做客“民生在线”回应热点问题

城阳今年新建改扩建 34 所中小学

早报 9 月 21 日讯 21 日下午，城阳
区委副书记、区长殷连刚做客“民生在
线”，以“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奋力打造湾区都市活力城阳”
为主
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今年以来，城
阳区把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指
数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紧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
盼”，
多措并举织牢织密“民生网”。

新增城镇就业 3.7 万人

在回应诸多网民关心的就业、教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时，
殷连刚介绍，
做到公
共服务“优”，让城市更有温度。在就业
方面，严格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出台《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城阳人才工作引领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新引进人才发
放购房券实施方案》等多项“量身定制”
引才就业政策，用“真金白银”吸引人才
落户。今年以来，城阳区共发放各类人
才扶持资金 3800 余万元，新引才聚才
1.2 万人，新增城镇就业 3.7 万人、政策性
扶持创业 3265 人。在教育方面，聚焦推
动教育扩优提质，
在拥有北师大附中、中
央民族大学附中等 12 所优质学校和 81
所普惠制中小学的基础上 ，今年投入
18.5 亿 元 ，实 施 34 所 中 小 学 新 建 改 扩
建，年内完成 17 所、新增学位 2.2 万个以
上，
基本保障现阶段基础教育学位需求，
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医
疗方面，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医疗卫生
健康工作的最高标准，重点强化基层医
疗资源布局建设，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和水平，今年以来医疗支出同比
增长 48.3%，以全国第一名成绩获评国
家级健康促进区。当前，城阳区正全力
推进城阳人民医院感染楼、青岛市中医
院城阳院区建设，积极创建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近期，位于上马街道的青岛城
阳古镇正骨医院新院区项目也已开工建
设。同时，
举办了青岛首届手造节、红岛
蛤蜊节、市民欢乐汇和首届城阳非遗文

化节等活动，
做到文体惠民暖人心。

年内完成14个老旧小区改造
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也是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殷连刚介
绍，城阳区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持续促进城市面貌蝶
变换新，
让宜居环境“新”，
让城市更有靓
度。统筹推进六大攻坚行动，
截至目前，
169 个市级重点项目已开工 148 个。创
新实施“四级联动”开发模式，高标准编
制完成重点低效片区的总体规划和实施
方案，加快白沙河北岸、楼山区域北片
区、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及周边区
域等低效片区升级改造，
均和云谷·青岛
未来创新园等 66 个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全面掀起片区“整体规划、成片拆迁、高
效开发”
的攻势。同时，
借势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
聚焦市民“急难愁盼”，
重点
办好老旧小区改造、道路提升等民生实
事。一方面，计划 3 年内完成 43 个老旧
小区改造，惠及居民 2 万户，今年实施华
城路四小区、安泰居等 14 个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
年内全部完工。另一方面，
持续
加强市容秩序整治，开展违建治理“清

“神话之鸟”姊妹做客青岛
胶州湾首次发现大凤头燕鸥身影
早报 9 月 21 日讯 “大凤头燕鸥！”
9 月 18 日，青岛市观鸟协会的水鸟调查
员张磊，在胶州湾一处海参养殖场清点
中华凤头燕鸥的数量时，有了新发现。
经过分析，21 日青岛市观鸟协会会长薛
琳告诉记者 ，活动于南方的大凤头燕
鸥，应该是随着台风“梅花”一起北上来
到青岛的。

疑随台风
“梅花”
而来
张磊每天都要去观察中华凤头燕
鸥的数量变化，当天是第一次看到中华
凤头燕鸥的姊妹鸥。
“直觉告诉我，这可
能是新的记录。回来后仔细核对了图
鉴，果然发现是大凤头燕鸥的幼鸟。”张
磊说。
据薛琳介绍，大凤头燕鸥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
分布在我国南方以及非洲、
澳大利亚等地的热带海域，栖息于海岸
和海岛岩石、悬崖、沙滩上。
“中华凤头燕
鸥在南方的海岛上繁殖时，都是和大凤
头燕鸥一起‘安营扎寨’
生儿育女的。
”
薛
琳介绍，
虽然两者被称为姊妹鸟，
但大凤
头燕鸥一般是不会来青岛的，这次到来
应该是和台风“梅花”
有关。如果后续再
发现大凤头燕鸥的话，才能说明它们也
会伴随着姊妹来到青岛。随着气温下

大凤头燕鸥。通讯员 张磊 摄
降，青岛迎来了观鸟的最佳时机。薛琳
说：
“胶州湾有大量的水鸟，它们有的分
批南下，
有的刚刚从北边飞过来。
”

青岛有82只中华凤头燕鸥
有一种鸟被称为“神话之鸟”，全球
仅 有 150 多 只 ，但 是 不 管 它 出 生 在 哪
里，完成繁殖后都会在胶州湾聚集，这
种鸟就是中华凤头燕鸥。8 月 24 日，青

百人团队共舞“泊里锣鼓”
早报 9 月 21 日讯 9 月 21 日下午，
西海岸新区泊里镇在横河公园举办“庆
丰收·迎盛会”
农民丰收节暨泊里镇第二
届文化节非遗项目展演活动。
此次展演以“庆丰收同心共富 迎盛
会齐向未来”为主题，通过舞蹈演出、传
统技艺、大型民俗节目，
展现泊里镇乡村

振兴丰硕成果，
全力营造迎丰收、庆盛会
的氛围，全面呈现农民幸福新生活。共
有来自全镇 24 支民俗代表队展示技艺，
不仅有杂耍、乐器、舞龙、舞狮、扭秧歌等
20 余个不同形式的文艺节目，更有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泊里锣鼓”
的百人团队
惊喜亮相。

岛早报独家报道了中华凤头燕鸥在青
岛的最新消息：截至 8 月 22 日，青岛市
观鸟协会在青岛记录到了 82 只中华凤
头燕鸥。报道推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更
多人了解了这种“神话之鸟”和青岛的
渊源。青岛的地理优越性和蓝天白云
红瓦绿树的城市风貌，也给各地的读者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实习生 刘心镜）

泊里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当地居民也乐于组织参加各类民俗文
艺活动 ，本次民俗表演将他们召集到
一起，组成了百面大鼓的壮观阵容，用
内容丰富、别具一格的“民俗交响乐”
展现出金秋时节丰收的喜悦之情 ，让
即将到来的丰收节充满着浓郁的传统
韵味。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通讯员 周衍墨）

零”攻坚，狠抓交通秩序治理，大力开展环
境卫生提升，让城市干净整洁、清爽宜人，
让市民生活更加舒心、暖心、顺心。
“城阳区依托山、海、湾等本底资源，
以
滨海岸线绿道、林荫廊道、六水环城等生态
体系为框架，
全面融合海绵城市、
人本生态、
共建共享理念，
全力打造北方公园城市示范
区样板。
”
殷连刚在回应市民对公园绿地等
需求时说，
目前已委托国内顶尖设计团队编
制完成城阳区公园城市建设规划大纲，
正在
高品质推进白云山、滨海绿道、林荫廊道等
37 个建设项目，
目前 9 个项目已完工，
年内 8
公里滨海绿道、4 处山头公园、10 处口袋公
园、
7条林荫廊道等37个项目将全部完工，
旨
在推进生产、
生活、
生态
“三生融合”
，
让居住
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推门见绿、移步入园”，
实现
“10—15分钟”
内的无缝切换。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周伟）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
网谈时间：
9 月 27 日（周二）下午 2：
30
网谈单位：
中国移动山东公司青岛分公司

六大措施护航
新业态就业群体

早报 9 月 21 日讯 在胶州市总
工会的带领下，阜安街道办事处总工
会高度重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
态就业群体的职业发展和权益维护，
积极探索新业态就业群体维权、服务
新模式，
切实、精准服务职工群众。
精准建会，
提高工会行业覆盖面。
2020 年 12 月依托胶州市现代家庭服务
业协会，
联合青岛华凯健康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主要会员单位及其他小
规模家政企业，
成立胶州市现代家庭服
务业工会联合会，
增强了职工归属感。
精准施策，
提高新业态就业群体岗
位技能和岗位供给。联合市总工会创
新工作方法和服务模式，
邀请青岛华凯
月嫂有限公司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
走
进社区，
提供培训、
就业一体化服务。
精准保障，为新业态就业群体提
供免费职工体检和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险。今年 5 月份为新业态职工免费体
检 300 余人，6 月份为女职工免费“两
癌筛查”体检 100 余人，并为辖区的快
递小哥等各类新业态就业群体免费赠
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险。
精准维权，保障新业态就业群体
正当合法权益。今年 4 月底，胶州市
现代家庭服务业工会联合会就增加
“幽门螺旋杆菌”体检项目、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和职工安全技能培训等问题
与家政协会方达成协商共识，解决了
家政行业出现的新问题。
精准服务，
为新业态就业群体打造
歇息、
放松的职工之家和劳动者户外驿
站。阜安街道办事处总工会充分调研，
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劳动者户
外驿站和新时代区域共享职工之家。
精准共建，筑牢党建引领的新业
态就业群体的政治堡垒。今年 7 月
份，青岛华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党支部，这使得以其为主要会员
单位的家政行业工会联合会也有了强
大的后盾。
（通讯员 李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