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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区聚力突破的“8+4”重点

功能区之一，莲花田园乡村振兴示范

区项目位于龙泉街道。进入四季度以

来，龙泉街道上下进一步凝聚合力，在

稳步做好今年各项建设任务的同时，

超前科学谋划明年各项工作，全力打

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莲山圣境游客服务中心项目位于

莲花山下，经过四个月的施工建设，各

项工作已逐渐进入尾声，现场几名工

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工作。

　  　“莲山圣境游客服务中心主要是

为莲花山自行车运动公园做服务配

套，承担游客接待休闲、自行车管理维

护、医疗救助和艺术展览等功能，预计

本月将投入使用。”龙泉街道招商负责

人刘琳说。

　  　同一时间，作为莲花田园乡村振

兴示范区今年建设的重点项目之

一——— 展示中心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各

项收尾工作。展示中心以雕琢的璞玉

为设计理念，未来将成举办各类文化

艺术展、商业性展览及艺术交流活动

场所，成为田园文化与时尚生活的展

现舞台。

　  　青岛华侨城公司产业发展部展示

中心现场管理人员褚晓健告诉记者：

“项目七月兴建，目前已经按时竣

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克服雨季和

疫情双重不利影响，合理调配人力和

物资资源，保证了项目如期完工。目

前，软装工程已基本布置完成，具备

开放条件。”

　  　作为全区重点突破的四大新兴功

能区之一，莲花田园乡村振兴示范区

主要布局莲花湾农场、花橙小镇等 13

个主题分区，建设骑行公

园、规划展馆等项目，推动

现代农业与田园休闲、康养

度假、文化创意等深度融

合，打造乡村振兴齐鲁第一

样板。为推进项目建设，龙

泉街道与华侨城公司成立

工作专班，进行合署办公，

积极搭建“线上+线下”工作

线，通过工作例会、清单管

理、督查反馈等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

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项目

建设高效顺利推进。目前，莲花田园

乡村振兴示范区今年既定的建设目标

任务已基本完成。

　  　刘琳说：“接下来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也是我们今年工作的收尾跟谋划

明年工作的黄金时期，我们将抢抓时

间，继续高标准做好片区服务保障工

作。同时，对明年计划要开展的工作

进行超前谋划，争取让莲花田园乡村

振兴示范区在明年取得更快更好发

展。” （孙毅 宫璐璐）

龙泉街道

稳步推进 超前谋划

聚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1 月 1 8

日，一场大雨

致使绿化树落

叶成堆，区环

卫中心组织全

体环卫工人及

科室人员 1000

余人开展突击

清扫活动，出

动机械 150 多

台，全天奋战，

力争卫生环境

保持干净。

（刘元平）

（上接一版）自主选择使用钳制抓手或者吸盘抓

取货物，每件货物拣选作业时间不超过 20 秒，

距离误差不超过 5 毫米，智能化设备在无照明

环境下 24 小时工作，货物入库、出库的效率比

人工提升两倍以上。

    “大件商品具有重量大、体积大、难以搬运

等特点，一旦出现积压，就容易导致爆仓。”日日

顺物流职能仓项目经理孙振介绍，目前，智能龙

门拣选机器人、全景智能扫描站、骨骼关节机器

人等多项“黑科技”，已在青岛、杭州等地的日日

顺智能无人仓试点应用。同时，针对货物运输

产生的物料浪费问题，日日顺还率先在每年销

量达 1000 万台的网购电动车包装上做起了文

章。经过多次测试，一款能够重复利用、防护性

能较高的电动车智能定制循环箱，成功研发投

入使用。         （刘耀泽）

　  　“大家遇到在输电线路保护区内

违章建筑、违规建棚的行为，一定要及

时制止，向群众宣传输电线路防护知

识，尽最大努力从源头上制止、化解外

破风险，有效提高广大群众的安全用

电、护电意识，保障输电线路运行安全

稳定。”11 月 6 日，国网青岛市即墨区

供电公司输电运维党员突击队队长韩

伟杰向队员们分配输电线路防护

任务。

　  　为切实加强即墨区域 220 千伏及

以上输电线路通道防护力度，保证输

电线路实现常态化安全可靠运行，即

墨供电今年 10 月底至明年 2 月初开

展输电线路防护“百日攻坚战”。

　  　根据实施方案，公司成立输电线

路防护“百日攻坚战”领导小组、工

作小组，建立重点隐患带头督导制

度、隐患点包保制度、属地责任制

度、新建违章建筑用电审查制度，明

确各级各类人员分工。大力开展“党

员一带多”活动，输配电运检中心党

支部、各供电所党支部、护线队党员

带头冲锋在前，挂牌包保责任区域，

分片分区对输电线路逐条落实、重点

排查，对线路本体、附属设施、重要

交叉跨越及通道环境进行巡视，重点

排查线路缺陷、通道内漂浮物、树障

等隐患情况。

　  　输电运维班及时与线路周边施工

单位对接，协助制订现场安全措施，培

训电力设施保护安全知识，及时向施

工单位下达隐患告知书，在隐患区段、

重要地段安装安全警告标示牌；对“三

跨”区段、外力破坏易发区等地域安装

智能监拍装置，做好红外测温与无人

机巡视工作。供电所结合属地 10 千

伏线路、低压台区日常工作，以有效遏

制外破漂浮物隐患为目的，开展对台

账中现存隐患点的常态化巡视，积极

沟通施工方、大棚种植户等外破源主，

做好防高压触电的日常宣传。

　  　即墨供电严格落实防护责任，建

立保障机制，组织安监部督察队对输

电运检班、供电所属地化巡视工作进

行督导考核。坚持高压态势，对输电

线路隐患进行系统排查，发现问题立

即响应，全力打赢输电线路防护“百日

攻坚战”，为我区输电线路安全运行创

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宋清晨 张思凯）

即墨供电：开展输电线路防护“百日攻坚”

    为进一步增强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

的公开性、科学性、民主性，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

法》有关规定，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区人大常

委会 2021 年监督议题。

    一、征集时间

    自通知之日起至 2 0 2 0 年 1 1 月 3 0

日止。

    二、征集内容

　  　1. 您认为 2021 年度区人大常委会应对

区人民政府、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

区人民检察院哪些方面工作进行视察、调

研、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

    2 . 您所关注的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议题；

    3. 您所关心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社

会普遍关注的议题；

　　  4. 您认为区人大常委会应该重点开展

的其他议题。

　  　三、相关要求

　  　1. 监督议题建议应当写明监督议题名

称、开展监督的必要性和需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等情况，并注明联系方式和通讯地址，

以便及时进行联系。

　　  2. 监督议题建议可以采取信函或者电

子邮件的方式提出。对收到的建议议题，

我们将认真研究考虑，作为制定 2021 年人

大监督工作计划的重要参考。

    邮寄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通济

街道盛兴路 69 号

    即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收

    (请在信封上注明“人大监督议题征

集”)

　   邮政编码：266200

　   电子邮箱：jmrdzhk@163.com

　　  联系电话：0532-88551062

青岛市即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9 日      

青岛市即墨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公开征集 2021 年

监督议题的公告

    11 月 18 日，2020 年区直机关党员发展对

象培训班在党校开班，共有来自区直有关单位

党组织的 114 名党员发展对象参加培训。本期

培训为期三天，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党性教育、中

共党史、原著导读、党章知识等。通过培训，帮

助发展对象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树立正确的

入党动机，坚定理想信念。 （孟密密 徐琳）

2020 年区直机关

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