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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硬措施”
优化交通运输营商
“软环境”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崔勇

段姗姗

不久前，西海岸新区疏港2号高速
黄岛立 交至隐珠收费站 路 段 ，对 使 用
ETC 通行的五型、六型货车免收通行
费。
差异化收费政策，
将进一步缓解城区
道路交通压力，促进物流企业降本增效，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记者在位于东园路的丰瑞德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院内看到，三位五型
货车司机正在做出发前的安全检查。接
下来，他们将执行当天的第二趟运输任
务。据总经理田德刚介绍，公司共有五
型、六型货车30多辆，其中有10多辆每

天要往返前湾港码头跟公司两趟，为了
降低成本，之前他们一般选择昆仑山路、
开城路通行。疏港2号高速公路差异化
收费，每年可给公司节省大量的
“真金白
银”。
丰瑞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田
德刚：
“按照一天两个来回计算，一辆车
每天可节省160元左右，一个月大约四
五千，这样一年下来，10多辆车要节省
将近50万。同时，走高速要比走下道要
节省半个小时，对我们公司来说确实是
件好事。”
受高速收费因素制约，前湾港区对
外疏港道路中，高速公路货运占比较低，
而 昆 仑 山 路 、开 城 路 等 货 运 比 例 超

70%，此次执行差异化收费政策的路段，
东起疏港2号高速黄岛立交，西至隐珠
收费站，全程23 . 7公里，途经该路段的
五型、
六型货车，
不分时段、
不分车籍、不
计通行次数，只要车辆安装ETC套装设
备就可免费通行，为期3年，通行费由区
财政承担。
区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科副科长柳
昕汝：
“本次免费仅针对使用并安装
ETC的车辆，主要是因为ETC车道相比
人工车道一辆车（通过）即可缩短10至
20秒时间，能够有效避免收费站交通拥
堵的问题。
”
据了解，7月30日0时起，西海岸新
区已对胶州湾高速公路黄岛东至红石崖

段的五型、六型车辆实行差异化收费。目
前，新区红石崖经黄岛东到隐珠，已形成
一个连续的五型、六型货车免费通道。据
测算，差异化收费政策实施后，两条路段
每天将额外吸引5000辆五型及以上货
车通行，预计政策实施一年，区财政补贴
将超6000万。
区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科副科长柳
昕汝：
“自两条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
实施以来，大大缓解了开城路、昆仑山路
以及黄张路等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降低
了周边区域噪音污染、改善了居民出行
环境。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物流企业的运
输成本，进一步为新区优化营商环境提
供坚强保障。”

水务公司开展承灾体供水设施普查

分类新时尚，运动我先行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云 马桥

邱云

为给城市治理设施风险隐患提供
权威的数据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向设
施管理、城市更新等提供基础数据，西
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公司对全区城
市供水设施底数、地理位置、物理属性

以及设防情况等信息进行了全面摸排。
截至11月25日，已完成服务范围
内65座供水厂站、1360公里供水管线
共1041份数据，并录入数据库。
下一步，
公司将结合工作实际，
抽调
专业人员形成中坚力量，
开展承灾体供水
设施自检工作，
对调查员录入的信息质
量进行把关纠偏，确保调查数据准确。

志愿服务进校园，绿化修剪展特长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常艳梅

保龄球比赛现场 。
□半岛全媒体记者

邱云

近日，
隐珠街道相公山社区党委联
合城市管理中心、社会治理中心、开投
集团党委在小井股份经济合作社文化
广场联合开展以“分类新时尚，运动我
先行”为主题的垃圾分类趣味运动会。
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网格员、居民代
表共计60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活动开始，
城市管理中心的工作人
员在现场为大家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社
区的网格员们则在人群中发放相关的
宣传材料，
在无形中增强了居民们的环
保意识。本次活动共设垃圾分类投篮、
听声辨向互助敲锣和消除陋习保龄球
三个比赛项目。
赛前居民们仔细聆听着

比赛规则和注意事项，跃跃欲试。在垃
圾分类投篮项目中，
居民需站在提前画
好的横线内，将标注垃圾分类信息的小
球分别投向指定位置的4个分类桶中，
每人限投10个球，投中且投对多者获
胜。在主持人的一声令下比赛开始，居
民们使出浑身解数，
将活动推向了一个
高潮。
“通过本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
深了居民对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的理解
和掌握，
让‘绿色、
低碳、环保’的理念真
正深入人心，促使居民更积极地参与到
垃圾分类的实际行动中，
为打造美丽和
谐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开投集团驻
相公山社区第一书记孟元春在活动结
束时说道。

丁明正

为践行初心使命，发挥职能优势，
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办实事相结合，
24日，区公用事业集团市政管理公司
市政作业队党支部走进育英小学，在校
园内举办了志愿服务进校园的党史实
践活动。此次活动的主要形式为“养护
树木进校园”，由养护专业队伍进入到
校园修剪绿篱、养护草坪，将专业的园

林养护服务带进校园，通过提供义务修
剪、绿地养护技术指导，帮助校园打造
优美的绿色景观，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整
洁舒适的学习环境。
“真的帮了大忙，十分感谢！”育英
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的开
展，引得老师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不
仅提高了校园树木的观赏性，为孩子们
提供了更加优美的环境。同时也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更加坚定了大家
对党的信仰，增强为人民服务意识。

防范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秩序

合力攻坚，推动新区北部产业高地加速崛起
□半岛全媒体记者

段姗姗

2018年，青岛开发区进军王台。三
年来，在开 发 区 管 委 、王 台 街 道 和 开
投集团合力攻坚下，以京东方为代表
的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王台新动能
产业基地落户、开建。王 台 区域 破 茧
成蝶，正在成为新区北部产业高地。
日前，总投资一百亿元的京东方
物联网移动显示端口器件青岛生产
基地项目首钻正式启动，项目进行全
面建设阶段。京东方青岛项目是新区
布局“强芯扩屏”的重要一笔，一期投
资 81 . 7 亿，主要生产手机屏幕、Pad
显示屏幕、笔记本显示屏幕等移动显
示系统用平板显示器。
目前，京东方项目智能化工地设
备的配备已完成，产业园 配 套 路 、京

东方配套变电站项目建设正在压茬
推进，预计整个配套在2022年的6月
底全部完工，助力王台新动能产业基
地打造省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按
照计划，京东方青岛项目预计2023年
开始投产，将实现年产各尺寸显示模
组约1 . 5亿片。届时，王台将成为中国
北方光电显示产业聚集区和发展高
地。
三 年 来 ，开 发区、王台街道以及
开 投 集 团 合 力 攻坚，推进项目招引、
落地。开发区以王台新动能产业基地
为 主 阵 地 ，聚 焦 主 责 主 业 ，突 出 产业
链精准招商，服务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目前，已洽谈聚集重点产业项目20个，
总投资267亿元，总用地2388亩，涵盖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命健康
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

民警向居
民发放宣传手
册。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周茂鑫

丁明正

为了提升辖区居民防范非法集资
的意识，引导居民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近日，东楼二居与新华路社区联合隐
珠派出所开展了打击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向居民发
放了宣传手册，并列举了近期身边发
生的一些突出案例，提高居民的风险
辨别能力，反复叮嘱居民抵制高额回

报的诱惑，不接受各类非法集资传单，
不散播非法集资信息，不组织参与非
法集资活动，不要听信“一夜暴富”的
神话。
会后派出所及社区工作人员为居
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讲解《流动
《民法典》、垃圾分类相
人口管理办法》、
关知识，贴心回答各类问题，此次宣传
活动，居民纷纷表示提高了对非法集资
的防范意识，增强了安全感，深受居民
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