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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9月22日讯 日前，由青岛城
运控股集团与青岛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
办的2022 CCBF“新·梦想”国际小小插
画家大赛（青岛赛区）绘画作品网络投票
阶段结束，最终《大海，我未来的家》《向
未来，共成长》《科技与未来》《未来蓝天
使》等网络得票前十名的优秀插画作品
从170幅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十佳网
络人气奖”。

自 9 月 13 日网络投票通道启动以
来，活动在岛城各区市中小学、绘画机构
以及城运控股集团交运温馨校车乘车学
生中展开广泛宣传，传播触达数十万名
青少年儿童和家长。投票系统上线仅
24 小时，浏览量就突破了 20 万，投票数
高达 12.9万，体现了本次大赛的吸引力
和影响力。

“孩子参加这次比赛家里人都很关
注，这次网络投票通道启动以来，还有很
多孩子学校同学也参与了点赞投票。”此
次入围网络投票评选参赛选手蓝子鉴的
作品《科技与未来》以35077的网络票数
获得了“十佳网络人气奖”。“通过转发网
络投票链接，周围亲戚朋友都知道孩子
参加了绘画比赛，发现有这个特长，我们
家长都非常支持，这次孩子在平台上看

到自己的画作受到大家的肯定，也备受
鼓舞，信心十足。”蓝子鉴的父亲蓝东生
告诉记者。

截至 9 月 19 日投票结束，网络投票
活动累计浏览量58万余人次，投票总数
高达49万余票，本次活动为广大岛城少
年儿童提供了充分展示绘画才能的空
间，为城市增添一份充满童趣的独特气

质，也为艺术的发展积蓄了青春力量。
接下来，青岛赛区组委会评审团队将会
从想象创意、艺术美感、故事情节、个性
表达等四大维度对参赛作品进行层层筛
选，并结合网络投票结果，最终选出符合
时代趋势的“未来插画大师”。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通讯员 谭乔之）

早报9月 22日讯 展现中老年人
文化底蕴与鲜活生活，打造中老年人新
型原创 IP，帮助中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日前，由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指
导，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主办，老年生活
报、青岛大眼猫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青岛日报、青岛早报、青岛晚报、观海新
闻、青岛新闻网等协办的“绽放吧 50+”
首届青岛市新网红评选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旨在积极响应《“十四五”
健康老龄规划》所提倡的健康老龄观，多
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弥合数字鸿
沟，推动中老年人在数字时代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发动更多的老年群体从网络
时代的“沉默状态”变成活跃的内容生产

者，把老龄化之“危”转化为积极应对之
“机”，实现人口第二次红利。

只 要 年 龄 满 50 岁 ，均 可 报 名 参
赛。大赛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展
开，参赛选手可围绕“不老风采”主题，
创作 1—5 分钟的短视频，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个人歌舞、声乐、朗诵等艺术风
采，法律咨询、文学艺术等特长，烹饪、
烘焙、花草种植、宠物饲养等绝活，情感
疏导、心理咨询、法律服务、风景导游等
专业知识；门槛低，机会多。本次大赛
海选采用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综合评
定的评选方式。其中网络投票得分占
比30%，专家评审得分占比70%，得分前
100 名的选手获得晋级资格，进入复

赛。届时，青岛老年生活大学将开设
“中老年数字学院”，聘请优质师资，对
进入复赛的中老年主播进行个性化、系
统地免费培训，角逐 20 个决赛资格。
最终决出一等奖 1人，二等奖 2人，三等
奖 3 人，优秀奖 14 人，分别颁发一定价
值的奖品和证书。

年龄不是问题，帅气漂亮也不是必
须，只要你有梦想、有特长，就有机会成
为明星主播。本次活动开通多种报名方
式：1、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报名；
2、发送简介或作品到邮箱：qdsxwhpx@
126.com；3、拨 打 电 话 0532—66610000
报名。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张磊）

专项治理卧龙湖水质
早报9月22日讯 卧龙湖公园湖

水浑浊、有异味困扰着周边居民。近
日，市生态环境局李沧分局开展专项
行动，组织李沧区城市建设管理局、李
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虎山路街道办
事处进行了现场联合调查。经对东、
西两侧暗渠排水，卧龙湖中段等点位
进行采样分析，监测结果显示水质基
本恢复正常。 （通讯员 张云）

帮扶建材企业抑尘
早报9月22日讯 为进一步落实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企业扬尘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近期，市生态环
境局李沧分局结合辖区实际，组织开
展建材企业抑尘帮扶行动，取得积极
成效。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26
人次，检查单位 20 家次，推动整改环
境问题22个，拟查处违法行为2起，罚
款16万元。 （通讯员 张云）

借电量监管发现隐患
早报9月22日讯 在近期开展的

建材企业抑尘帮扶行动中，市生态环
境局李沧分局兵分四路，对辖区全部
建材企业、前期整治完成的“散乱污”
砂石加工企业等进行突击式、全覆盖
检查。此次行动充分借助电量监管、
视频监控等非现场科技手段，找到常
规检查中难以发现的环境问题。

（通讯员 张云）

早报9月22日讯 跨境赌博是一种
新兴赌博方式，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经
济损失，更会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经
济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并且，也是滋生
其他违法犯罪的温床。日前，在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青岛市公安
局黄岛分局在多省市同步集中收网，打
掉了一个开设网络赌场、组织跨境网络
赌博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查
扣冻结涉案资金860万元。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黄岛公安分
局依托“净网 2022”专项行动，加强了对
重要线索的研判。该局网警大队民警在
工作中发现，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赌
信息。从这条信息入手，民警深挖细查，
发现背后存在一个专门通过网络平台进
行网络赌博的犯罪团伙。

为进一步摸清该团伙犯罪事实，黄

岛公安分局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专班组织
治安、刑侦及相关派出所成立专案组，与
嫌疑人展开了紧张的幕后较量。办案民
警开展大量数据筛查和海量信息研判，
初步掌握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职责分
工、设赌方式、资金动向等信息，并制定
了具体抓捕方案。民警查明，该团伙主
要成员主要在青岛市星光岛上某小区内
租房居住。今年 5 月，就在黄岛警方准
备组织抓捕的时候，办案人员突然发现
其中几名主要嫌疑人离开了青岛。为避
免打草惊蛇，黄岛警方决定继续侦查，等
待时机。

经过进一步深入侦查，专案组查明
嫌疑人除有几人继续留在青岛外，其他
人员分散到了济南、济宁以及河北张家
口。考虑到嫌疑人居所不固定，分散抓
捕可能会导致有人漏网，今年6月底，专

案组民警兵分四路同步展开收网行动，
最终成功将蔡某（男，37 岁，山东济南
人）等多名团伙主要成员抓获。截至目
前，已抓获12名嫌疑人，其中4人被依法
逮捕，8人被取保候审。

经审查，2021年5月以来，蔡某等人
依托某扑克软件，以境外某扑克俱乐部
为平台开设赌场，并通过在境内“网络代
理”逐层发展“会员”，引诱、招揽参赌者，
涉赌人员超过1000人，涉案流水达4600
余万元。

跨境网络赌博常见套路是客服人员
操控后台修改胜率，让新客户先赢点小
钱，并且可以提现，引诱其投入更大赌
注。但是，当参赌人员赢的钱数目很大
时，客服就不会给其转账或者提现了。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通讯员 封国华 刘煜）

点亮童梦
书送“西”望

早报9月22日讯 崂山区红十字
会积极动员社会爱心力量，联合陇西
县教育局和红十字会，用“互联网+线
上线下公益”模式在甘肃陇西开展捐
书建馆公益活动。近日，崂山区红十
字会首个公益图书馆开馆。图书馆
的全部图书来自于崂山区第二实验
小学 1 至 5 年级同学们的捐赠，捐书
倡议发出后，学校的同学和家长们纷
纷奉献爱心，为甘肃陇西的学生们捐
出图书，不到 1 个月的时间，累计捐
赠 8000 余册适合学生阅读的优质图
书。同时，崂山区第二实验小学六年
级的同学们用义卖款为图书馆购置
了装饰物料等物品。今后，这 8000
册爱心图书将通过猫头鹰图书馆小
程序为甘肃陇西的孩子们带去更多
的知识，并让两地孩子们交流读书心
得，共同进步，互相学习。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王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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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网络人气奖”出炉

荣获“十佳网络人气奖”的插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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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公安打掉跨境网络赌博团伙

涉案资金860万 抓获12人

西海岸新区
再获省级殊荣

早报9月 22日讯 9 月 21 日，山
东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
济南召开，会上对全省首批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市、区）颁奖授牌，
青岛西海岸新区获评山东省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先进区。

作为青岛市唯一获得此殊荣的区
市，青岛西海岸新区凭借专业的体制
机制、精准的政策措施、特色的创新创
意、新颖的服务模式等，从综合实力、
发展潜力、创新活力、绿色动力、融资
能力、服务能力等指标中脱颖而出，其
背后展现的是民营企业活力无限、民
营经济力量雄厚。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张孝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