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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退役军人、
军人家属的典型示范作用
城阳区召开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
优秀
“兵妈妈”
等通报会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唐洁敏

黄冬梅

近日，城阳区2021年度“最美退役
军人”
“优秀退役军人”、优秀“兵妈妈”、
优秀
“好军嫂”
通报会在城阳区档案馆报
告厅召开。
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吕永
翠，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纪玲玲，区委
宣传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中心主任仇胜
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服务中
心主任李强，各街道有关负责同志，受表
彰的先进个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受表彰
的先进个人等参加会议。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建基主持会议。
此次表彰活动中，前期经过各个街
道社区、单位的推荐，最后投票、
公示，杨
婷、孙兴坤等10人被评为“最美退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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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督管理，切实改善空气质量

办实事

城阳区组织对辖区在营85家加油站进行全面“体检”

城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
“政务开放日”活动

执法人
员现场进行
检查 。

现场大家热
烈讨论发言 。

河套街道、红岛街道等9名退役军
人代表先后发言，分别就退役军人群体
当前的工作状况、生活条件、需要协调
为建设阳光、透明、开放、服务型政
解决的困难和对区里退役军人事务系
府，
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统下步工作建议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意
近日，
城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区退役
见和想法。针对退役军人代表提出的问
军人就业创业基地开展“政务开放日” 题，
城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将在扎
活动，邀请社会群众、退役军人代表等
实做好权益维护、军转安置、拥军优抚、
就业创业等工作基础上，广泛动员社会
20余人进行了参观交流。
各界力量共同关心关爱退役军人，
通过
座 谈 会 上 ，该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对
2021年以来，城阳区退役军人服务体 “携爱前行、致敬老兵”
“爱心送进光荣
系建设、机构设置、服务中心“一窗受
门”等活动，对退役军人中的贫困户、
家
理、一次办好”改革重要举措及成立以
庭困难的复员军人、烈属开展“上门送
医体检”
“上门情感疏导”
等服务。
来取得的工作成效，同时对退役军人关
本次活动的开展，是不断深化政务
注的热点问题，
介绍了有关退役军人就
公开工作的重要举措，增进了政府与群
业创业、优抚褒扬纪念、移交安置等相
关政策。
与会代表对退役军人服务体系
众的沟通联系，为区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给予高度评价，
纷
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下
纷表示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体
一步，城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拓
丰富政策解读形式等
验，
增进了对退役军人工作的理解与信
宽政务公开渠道、
多种措施，进一步拉近与退役军人和群
任，架起了公众与退役军人工作的桥
众的距离，营造良好的政民互动氛围。
梁。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刘婕

黄冬梅

三项指标排名各区市第一位
10月份城阳区环境空气质量全市最佳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苏艳

黄冬梅

近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
2021年10月青岛市环境空气质量评述
和青岛市和各区市、
各镇街大气环境质
量状况。数据显示，10月份，城阳区环
境空气六项污染物浓度全部达标，
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为3 . 45，PM2 . 5浓度为
25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浓度为5微
克/立方米，三项指标排名各区市第一
位，
空气质量优良率排第三位。
本次环境空气质量评述同时发布
了全市镇街空气质量状况，全市镇街空
气站的PM2 . 5、PM10浓度分别在19-

人”，祁见刚、邱岩岩等20人被评为“优
秀退役军人”，陈彩云、李春利等4人被
评为优秀“兵妈妈”，王微、高爱梅等6人
被评为优秀“好军嫂”。据了解，开展此次
表彰会议，充分发挥了广大退役军人的
精神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局长李建基现场说
道，广大退役军人要自觉珍惜荣誉、永葆
军人本色，在全社会营造“拥军爱民、鱼
水情深”的浓厚氛围。
接下来，城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还
将深入挖掘“最美退役军人”所承载的
时代价值，用丰满的人物形象、生动的
人物故事、鲜明的人物品格，紧贴退役
军人工作实际，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在
全 社 会 大 力 营 造 尊 崇 军 人 、崇 尚 先 进
的良好风尚。

49微克/立方米、42-82微克/立方米之
间。城阳区夏庄街道PM2 . 5、PM10浓
度分别为19微克/立方米、42微克/立
方米，两项污染物浓度均排名全市142
个 镇 街 第 一 名 。惜 福 镇 街 道 位 列
PM2 . 5、PM10第三、第六名，城阳街道
位列PM2 . 5第九名。
近年来，城阳区建立了大气污染防
以突出环境问题
治工作督查巡查制度，
为重点，
开展单独巡查和联合督查，
积极
利用
“大气污染走航+激光雷达扫描”
等
科技化、
智能化监管手段，
分析判断污染
源具体点位，
及时分解责任单位，
并组织
开展定向执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有效
推动了环境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李吉庆

黄冬梅

近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
积极开展加油站检查和监督性监测工
作，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加油站油气回收
系统的监管，减少有机废气的排放，现
已基本完成检查监测任务。
据了解，此次监督性监测共对全区
在营的85家加油站实施全面检查，重点
检查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是否正常使
用，加油枪集气罩是否完好齐全，工作
人员是否遵守操作流程等情况。同时，
城阳生态环境分局还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加油站污染防治设施的密闭性、
气液比、液阻和油气排放浓度等项目进

提升生态环保指数
□半岛全媒体记者
通讯员 宁振宇

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确定设备运行情
况和是否达标排放。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城阳生态
环境分局工作人员逐一进行了指导，并
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要求加
油站严格落实环保主体责任，加强员工
培训，完善油气回收管理制度，自觉开
展日查、自检和维保，定期自觉开展油
气回收检测等，并做好台账记录，保障
油气回收装置正常运行。
城阳生态环境分局将根据现场检
查和检测结果，对出现涉嫌超标排放、
不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等违法行为的加
油站依法予以立案查处，严厉处罚不正
常运行和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保障达
标排放，切实改善城阳区空气质量。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黄冬梅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高度重
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近期，
采取多项行
动，
全力推进市、
区优化营商环境国评工
作部署，
切实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
组织召开专项会议。11月11日上
午，城阳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召开“提升
生态环保指数”专项工作会议，区住建
局、区自然资源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交
通运输局等部门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
了市、区两级优化营商环境专题推进会
议精神，对相关指标进行了分解讨论，
对项目指标佐证材料整理要点进行了
解读。城阳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专题
组负责人叶柏祥针对提升生态环保指
数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安排，要求各相关
单位要树立全区一盘棋思路，明确责任
分工，加强配合沟通，根据城阳区具体
指标情况，抓好工作落实。
采集上报辖区样本企业。分局主要

负责同志第一时间对接市局业务处室，
研讨了样本企业的提报、走访等问题，
分局相关科室、中队按要求完成了辖区
69家样本企业的采集工作并上报市局。
全面开展政务服务满意度电话回
访活动。安排专人对222家企业进行满
意度回访，围绕审批执法人员的服务态
度、服务质量、是否存在吃拿卡要、企业
需协调解决的问题以及对环保工作的
意见建议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了解。回
访反馈效果良好。
围绕重点企业进行走访。城阳生态
环境分局精选样本企业，组织人员深入
企业一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积
极协助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促进生态
环境提升和企业绿色发展，获得了走访
企业的好评。
下一步，城阳生态环境分局将继续
做好企业回访工作，实现许可、执法和
服务工作有机结合，全方位加大服务企
业力度，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辖区各项
生态环保指标持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