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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违规广告
“清零攻势”
打造市容环境
“洁序净美”
广告牌多为楼顶广告，拆除难度较大，为
确保拆除安全，街道联系专业拆除单位，
运用大型机械进行拆除。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静文
通讯员 尹建筑 刁泽录

为进一步落实
“拆违治乱建设美丽家
园行动”
行动要求，构筑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新格局，自11月份以来，辛安街道聚
焦辖内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
精准发力、
克难攻坚，发起违规户外广告“清零”攻
势，
全力打造
“洁序净美”
市容环境秩序。
近日，
在做好周边路面保障，确保行
人和车辆通行安全的前提下，辛安街道
通过高位部署、高效推动、高质落实，先
后出动吊车、叉车等大型机械 60 余台
次，执法人员、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等
人员280余人次，对开拓路上违规户外
广告进行集中整治。仅用一周时间，60
余处，750余平方米的违规户外广告被
全部拆除。

顶格推进，
全面摸底
长期以来，
开拓路北段沿街集聚大量
建材商户，
是辛安街道辖区传统的“建材

共建共治，长效管控

拆除沿
街违规户外
广告牌匾 。

一条街”。部分商户为了经营方便，将门
头广告当成店铺展示台，安装了大量杂
乱无序的楼顶广告和“双眼皮”牌匾，不
仅存在安全隐患，也影响整体城市形象。
前期，街道主要领导下沉一线、
调研
督导，综合执法中队与街道社会治理中
心、社区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对开拓路
沿街违规户外广告牌匾进行拉网式摸底
排查，并将相关商户分为自愿主动、同意

协助和拒不拆除三类，
分别建立台账。

精准发力，
稳慎拆除
针对拒不配合拆除的商户，执法人
员坚持
“法律政策宣传在前、
思想工作开
展在前”，不断上门讲解相关政策，最大
限度消除抵触情绪，
争取当事人理解，促
使其转变思想，最终同意拆除。
由于违规

为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辛安街道创
新“综合执法+商户”微网格体系，邀请
临街商户加入“微网格”工作群，管理标
准宣传、要求措施落实、普法教育引导、
问题提醒督办、相互监督举报等全部“一
格办理”，有效增强商户遵规守纪的自
觉，形成共建共治的格局。同时执法人员
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等多种方式，对
前期整改、清理的违规广告进行清单式
跟踪管理。对擅自设置的新增广告，坚决
保持“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做到随查
随清。
下一步，
辛安街道办事处将以点带面，
推进违规户外广告全域
“清零”
，
同时注重
建立巡查发现和后期监管的长效常态管理
机制，
确保
《拆违治乱建设美丽家园行动》
顺利实施，
切实为街区面貌
“净颜”。

供热常识进社区，暖心服务零距离

好消息！滨海街道正式并入城市供水管网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张晓涵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周玉振

邱云

为努力打造“方便、温馨之城”，不
断提升市民群众满意度，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的党日
活动等有关要求，近日，能源供热公司
开展供热知识进社区活动。
活动当天，
能源供热公司供热管家
德海苑北区等小
来到天一畔城山水居、
区，
对质量提升攻坚用户整改效果进行
逐户走访落实，现场测量室内温度，确
保攻坚工作取得实效。
“ 今年的温度很
满意，
去年只有19摄氏度感觉家里冷飕
飕的，经过你们这一改造啊，今年能够
。
家住
达到22摄氏度了，
十分感谢你们”
天一畔城山水居77号楼的用户说道。
据了解，去年极寒天气期间，由于
运行需要隐珠山中继站提压导致回水
流量降低，居民家中供暖效果一般，通
过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对管网进行平
衡技术改造，
加装增加泵实现恒温定压

供热管家入户为用户检查暖气 。

控制，让居民家中热了起来。供热管家
还为社区居民讲解一些供热常识，
现场
征集居民反映的供热问题，及时入户，
查找原因，制定解决措施。切实解决群
众用热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
通过此次走访，
能够让居民感受到
真正意义上的温暖，让群众少跑腿，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一步，能
源供热公司将强化责任担当，
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
确保以高效的服务把温暖送
到居民家中。

近千名退伍军人争做垃圾分类“排头兵”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崔启昌

邱云
刘天月

近日，
铁山街道杨家山里片区大下
庄村年已花甲的杨大叔走出家门，他像
往常一样，
先是来到村前的山里河畔仔
细查看有没有村人丢弃的生活垃圾，见
到有被风刮来的包装袋子，他立即上前
弯腰拣起来。
“我是在部队上当过兵的人，扛抢
练兵咱年年都是优秀，
脱下军装回到家
乡种地增收咱也不窝囊。上级号召生活
垃坂分类，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呀！咱
得冲上去，
帮着村民把这个好习惯树立
起来。”杨大叔在部队服役5个春秋，立
过三等功，受过多次嘉奖，退伍返乡后
一直传承着部队的优良传统，热衷于公
益事业，时常为村务建设出主意献计
策，是大伙儿公认的“热心人”。
“其实，
老杨仅是铁山街道890多名退役军人热
爱公益事业、
积极参与和推广新时尚的
代表之一。”据铁山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和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
铁
山街道杨家山里是有名的革命老区，
一
直以来街道党工委注意红色文化宣传，
广大党员和群众积极传承红色基因，
尤
其是广大退役军人在红色基因传承中，
接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爱付出、讲
奉献，
在诸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
据了解，
铁山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多措
并举，
致力发挥退伍军人的积极作用，
在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一是鼓励他们以身
作则，
既当宣传员，
又当实践者。
家住朱家
园村村西崖的朱军业退伍返乡30多年，
在近几年开展的垃圾分类工作中他一马
当先，
既把自己家搞得干干净净，
又带动
影响左邻右舍20多户村民相继掌握了垃
圾分类要领。
“由于我们职能部门工作做
的细，
如今一些上了年纪，
或在城市社区
居住的原籍铁山街道的退役军人都积极
发挥着余热，
在其居住的不同社区里以不
同方式宣传或从事着垃圾分类工作，
在新
时尚的弘扬中默默做着奉献。
”
铁山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介绍说。

邱云

为了便于统筹城市供水水源，最大
限度发挥现状供水管网优势，
减少重复
投资，
保证新区居民供水均衡、稳压。日
前，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有限
公司将新区滨海街道正式接入城市供
水管网。

据了解，滨海街道原由青岛山海
兴供水服务公司负责供水，供水区域
面 积 约 8 0 平 方 公 里 ，用 户 约 2 7 0 0 0
余户，月用水量约 47 万吨，并入水务
公司供水服务范围后，由珠山路供水
所 管 理 服 务 ，实 现 城 区 供 水 同 源 、同
网 、同 质 、同 服 务 、同 管 理“ 五 同 ”供
水 服 务 标 准 ，提 升 区 域 用 户 用 水 质
量。

学全会精神，护百姓出行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李国华

陈文堂

眼下，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一条条连
接十里八乡的农村公路上，
身着橘黄色
标志服的养路工人或修补沥青路面，清
除路面坑槽；或修复路沿石、涂抹隔离
墩警示色，
保障行车顺畅；
或清扫路面、
清理排水沟、疏通涵洞，保持路容路貌
整洁。
连日来，
新区交通运输局认真学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切实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
强大动力。
一场以
“学习全会精神、提升
公路品质、服务群众出行”为主题的冬
在各基层公路站迅速
季养护专项行动，
展开。截至目前，累计出动养护人员46
人，对17条农村公路实施保洁，清理垃
圾堆积物32处，冲洗路面污染22公里，
清理桥梁泄水孔40个，修补沥青路面
2200平方。
近年来，区交通运输局秉承公路
“三分建、七分养”理念，坚持农村公路
修到哪里、养护就跟进到哪里，让道路
养护在助力乡村振兴的画卷里更亮眼
一、更夺目，让百姓家门口的道路更畅
通、更完好。
养护市场化专业化改革加快推进。
采取向社会公开招标方式，
择优选定实
力强、技术优的养护作业单位，提高农
村公路养护专业化水平。
建立“周考核、
月评比、年总结”量化考核评价和惩戒
退出机制，
监督指导养护单位严格按技
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实施作业。

养路工人修补公路配套设施 。

路域环境提升公路“颜值”。每年开
展路域环境全区综合整治，列入镇村农
村公路考核。会同区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加大违法建设、私开道口、摆摊设点
等涉路案件查处力度，保护路产路权不
受侵犯，今年已累计办理农村公路违法
建筑违法案件3起。
养护资金保障有力。新区农村公路
管理机构和养护人员支出，已纳入财政
公共预算范围，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比
例、燃油税返还足额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养护保障资金。目前新区县道日常养护
资金标准已达到每年每公里 1 . 77 万
元，大大高于县道1万元日常养护规定
标准，大大激发了养路护路动力活力。
信息化建设迈出新步伐。加速推行
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系统，拟建立覆
盖公路中心和5处其层公路站远程控
制软件系统，同步配备智能触控屏终
端、手持巡检打卡设备，在公路沿线设
置布控打卡点，及时发现处置公路巡查
中的问题，提升公路日常养护管理信息
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