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从市重点民生事项工作专
班获悉，截至6月底，2020年度全市100
项重点民生事项进展顺利，有8项提前完
成全年任务，有4项提前完成三季度任务，
其他88项正按计划进度推进。

塔山南路工程年内完工

备受关注的市政道路方面，记者获
悉，按照要求，塔山南路工程年内建设完
工，1-6月份，塔山南路一标段（山海路至
竹林南路），平顶山隧道隧道已基本具备
通车条件；塔山南路东段凤凰山隧道已贯
通；塔山南路与观海路交叉口立交工程辅
路临时路已通车，开始主路施工。

市区部分道路综合提升改造方面，年
内要完成市区14条道路综合改造提升。
由市城管局负责的该工程目前已完成工
程总量43%，提前完成三季度任务。1-6
月份，已完成化工南路、学院西路、银海
路、西南河路、港城东大街5条道路改造。
目前正在进行青年路、环山路、滨海东路、
胜利路4条道路改造。

市区人行过街天桥建设方面，大海阳

行人过街天桥已完工，5月28日正式投入
使用；万达广场行人过街天桥下部结构完
工，完成东南角混凝土挡墙施工，目前正
在进行钢结构加工，已完成工程总量
70%；S306海莱线海阳栖霞界至杨础段改
建工程目前已完工通车，通车里程19.7公
里。G206威汕线龙青路口至招远莱州界
段大中修工程也已完工通车，通车里程
28.9公里 ，记者了解到，由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的两项工程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优化市区公交线路方面，年内市区新
增优化公交线路15条以上，1-6月份调整
到位9条，具体为调整6条（28路、36路、
37路、47路、57路、308路），新开通2条
（接驳8路、接驳9路），撤销1条（50路区
间线路）。

年内完成203个老旧小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方面，年内，计划开工建
设792套棚户区安置房，截至目前，已开工
建设棚户区改造安置房792套，开工率
100%；

老旧小区整治改造方面，年内要完成

203个老旧小区10万户、867万平方米整
治改造，截至目前，全市203个老旧小区均
已完成可研报告编制、立项审批、设计方
案制定和施工图编制，66个项目正在进行
施工招标，111个项目已完成招标并进场
施工；

由市住建局负责的住房保障租赁补
贴方面，截至目前，发放租赁补贴9603
户，超额完成年度9000户租赁补贴发放
任务。

26处幼儿园已开工18处

由烟台市教育局牵头的几项民生重
点项目都已扎实推进。记者了解到，实施
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项目，按照
要求，年内开工建设26处幼儿园，截至目
前，已累计开工18处，已投用2处。

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工程方面，按照要求，年内开工建设
学校50所，截至目前，开工新建、改扩建学
校33所。

烟台一职专新校区建设方面，年内要
完成一期11栋单体装修。1-6月份完成
11栋单体外墙抹灰工程；教学楼Ⅰ、Ⅱ、实
训楼、宿舍楼等单体的水电、消防工程基
本完成；教学楼Ⅰ、Ⅱ地砖铺贴完成
100%；教学楼Ⅰ、培训楼等5栋单体基本
完成外墙保温工程；铝合金门窗开始安装

附框。
烟台一中新校区方面，年内要完成规

划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开工建设，1-6月份
完成学校规划方案招标和学校地块地址
勘察；完成烟台一中地块81户签约任务，
地块整体签约率达100%。

全市85个村卫生室已开建

医疗设施方面，烟台国际肿瘤医学中
心（一期）项目按照要求，一期工程土建项
目全部完成，截至目前，精装修及安装作
业完成80% 完成地下室砌体施工；完成
病房楼和门诊医技楼内墙抹灰；推进屋面
施工，推进水电、暖通及精装修施工。

医养结合机构建设方面，年内全市新
增医养结合机构5处，截至目前，新增莱阳
市鸿福莱颐养中心、牟平区浩岭湖养老院
2处医养结合机构。

区域医疗卫生共同体试点建设方面，
开发区全面启动国家级紧密型区域医疗
卫生共同体试点建设，截至目前，基本完
成远程心电、影像中心的建设；拟定了错
位发展规划和分级诊疗实施方案，启动潮
水分院帮扶；已建成药械管理、质量管理、
医疗业务管理中心。规范设置、建设村卫
生室方面，要新建成村卫生室100个，服
务半径不超过2.5公里，截止目前，全市85
个村卫生室已开工建设,（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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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20多平方米的小木屋，饮水机、
雨伞、老花镜、打气筒、手机充电器、维修
工具、急救包应有尽有……

6月28日，龙口市第一个建在商圈中
心地带的“众筹益家”雷锋驿站正式启
动。在群众眼中，“众筹益家”雷锋驿站，
既是一处提供应急便民服务的驿站，又是
爱心妈咪小屋、矛盾纠纷调解室。

这是龙口市推出县域落地新时代文
明实践试点建设“雷锋驿站”的又一处“开
花结果”。

作为首批 50个全国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区，龙口市在两年
的试点过程中，以“习语润心”工作品牌
为统领，探索形成了“四个一”龙口路
径，全市镇街区文明实践分中心、村（社
区）文明实践站实现全覆盖，注册志愿
者已达 15 万多人，去年以来发起实施
各类文明实践微项目活动2万余场次，
初步实现了文明实践扎根基层，志愿服
务火遍城乡。

“群众在哪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里”，这是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做好基层志愿服务的内涵要
求。而建设群众身边的“雷锋驿站”，就
是龙口推出县域落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新举措。

将文明实践工作
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拢

东莱街道菜园社区党总支与今日龙
口慈善义工队在今年4月结对共建的“菜
籽雷锋驿站”，通过开展10项“菜籽行动”，
践行“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雷锋精神，
播下一片籽，收获一满园。

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过
程中，龙口市坚持思想铸魂，将解决实际
问题与思想问题相结合，传递党的理论方
针政策，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积极为民办实事聚民心。目前，龙口的
市、镇、村三级覆盖的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体系已基本形成，建成14处镇街区文明实
践分中心、590余处村（社区）文明实践站。

尽管覆盖全域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体系已经建立，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已蓬勃
开展，但龙口市在试点实践中发现，面对
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文明实践分中
心、实践站在服务项目、服务覆盖面、服务
时效等方面仍有所欠缺。

基于此，龙口在前两年试点探索中，
在市镇村中心、分中心和实践站三级架构
的基础上，又延伸探索实践室建设，鼓励
引导有影响力的优秀志愿者和热心公益、

服务群众的优秀团体建立文明实践工作
室，进一步将文明实践向基层延伸、向群
众靠拢。实践室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实践
站点的不足，在服务基层群众中产生了积
极影响，但由于数量和范围受限，作用仍
显薄弱。如何提高群众志愿服务意识、激
活群众身边的志愿服务活动，构建贴近百
姓、服务百姓的便民服务圈，成为今年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更大范围试点的破题方
向，也是文明实践能真正落地落实基层的
关键。

建“习语润心”雷锋驿站
打造“15分钟服务圈”

如何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深化拓展志愿服务？

龙口市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基层文
明实践服务项目、服务覆盖面、服务时效
上仍有所欠缺等现实问题，创新开展“习
语润心”雷锋驿站建设，进一步延伸文明
实践中心宣传和服务触角，让“有时间做
志愿者，有需求找志愿者”成为现实。

今年3月，龙口市在两年试点实践和
深入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
合实际情况，印发了《龙口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习语润心”雷锋驿站建设实施方

案》，坚持发展中国特色志愿服务这一根
本遵循，搭建起群众身边覆盖广泛的志愿
服务站点，让雷锋驿站成为在党的领导下
的志愿服务、主流价值引领的志愿服务，
彰显学雷锋志愿服务的价值底色。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走进群众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龙口市坚持把雷锋
驿站建设成为直接服务、宣传群众的主阵
地，突出宣传教育和为民服务功能，主动
对接群众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生活
困难和精神困惑。强化顶层设计，突出宣
传教育功能，制作30多个弘扬主流价值的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微视频和特色公益广
告循环播放，宣传科学理论，普及志愿服
务。重点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明确雷
锋驿站“提供便民服务、建设积分超市、满
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开展专业服务”四
大类基本服务内容。

坚持“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建一个
成一个、运转一个”的建设思路，制定雷锋
驿站建设实施方案，引导各镇街区文明实
践分中心、村（社区）文明实践站及相关部
门单位立足实际，结合建设区域、服务对
象、服务需求、现有资源等不同情况，在居
民聚集区、公共服务设施、窗口单位及其他
重点公共场所，合理选址、（下转第三版）

“雷锋驿站”就建在群众身边
龙口推出县域落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新举措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王成刚 宋勇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影报道）
7月10日上午，全国首个智能化多功能生态海
洋牧场综合体平台“耕海1号”在烟台正式开业
迎客，首批200余名游客登上平台，畅游体验“渔
夫垂钓”休闲乐趣，品尝“海洋主题”餐饮美食，
欣赏“海上看烟台”醉人美景，观看“海上电影
院”科普影片，领略“耕海牧渔”海洋文化。

“耕海1号”是由山东海洋集团投资建造的
全国首座综合性、示范性、集成性的智能化大型
现代生态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犹如一朵海上
花绽放在烟台美丽的“四十里湾”海域，采取一、
三产业深度融合的运营模式，在国内首次将渔
业养殖、智慧渔业、休闲渔业、科技研发、科普教
育等功能集成在同一平台，年可接待游客5万人
次以上。

记者了解到，“耕海1号”坚持规模化、工程
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通过融入人工
智能、清洁能源、5G通信、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
自动化、智能化、环保化的生态养殖，年可产鱼
15万公斤，全面提升海洋牧场建设水平，助力烟
台打造全国一流的海洋牧场示范之城。

““耕海耕海11号号””开业迎客开业迎客
我省再增一我省再增一处海上新地标处海上新地标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张鲁滨）昨日上
午，烟台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
签约暨揭牌仪式举行。市政府
与山东工商学院签署协议，双方
将共建烟台自由贸易试验区研
究院。烟台自贸区研究院的成
立，是市政府与山东工商学院建
立全面合作关系和长效合作机
制的创新举措，是双方在新形势
下深化校地合作的有益探索，也
标志着自贸区烟台片区发展有
了“智囊团”。

自贸区建设是一项专业性、
创新性很强的工作，上海、广东、
天津等自贸试验区发展实践证
明，自贸区的平稳健康发展离不
开强有力的专业研究机构来支
撑，搞好自贸区建设必须具有专
业精神、专业思维、专业能力。为
此，市政府与山东工商学院共同
谋划建设了烟台自贸区研究院，
拟依托山东工商学院雄厚的科研
实力、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专业的
研究团队，密切结合烟台实际，实
行校地合作、优势互补，助力烟台

自贸区高质量发展。
山东工商学院作为财经类驻

烟高校，多年来，学校发挥学科和
人才优势，主动服务烟台发展，在
新旧动能转换、区域经济发展等
方面承担了一批校地合作项目，
形成了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
实用性的科研成果，为推动烟台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烟台自由贸易试验区研
究院的成立开启了校地合作的新
篇章，山东工商学院将充分发挥
学校学科、智力和人才优势，发挥
研究院的开放平台功能，以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研究为切入点，
集聚相关资源和力量，围绕创新
试点任务加快实施、特色产业集
聚集群发展、投资贸易便利化自
由化、金融科技领域创新发展、中
日韩区域深化合作、政务服务优
化提升、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不
断寻求前瞻性和原创性突破，开
展全局性、专业性的高智力智库
服务，共同推动自贸区建设中的
制度创新，全面提升烟台自由贸
易试验区影响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郭梦珂）记者从市
委编办获悉，作为首批试点地市之
一，我市将在全省率先开展事业单
位法人电子证照试点工作。

电子证照作为具有法律效力
和行政效力的电子文件，在服务
市场主体和社会公民活动方面，
越来越体现出方便、快捷的优
势。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法人电子
证照开发应用，实现事业单位法
人登记“不见面”许可发证，打通
部门间法人信息数据互通互用，
已成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
要求。比起纸质证照，电子证照
有方便使用、存储、归档、信息共
享的特点，还能避免遗失被盗、制
假用假等现象。电子证照的应用
可以有效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多
头跑、来回跑等问题，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有助于服务型政
府的建设。

作为试点城市，烟台将积极
推进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核
发、应用及支撑体系建设。对新
核准登记的事业单位，直接核发
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对已进
行法人登记事业单位，可在线申
领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同时
将建立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应
用沟通协调机制，做到事业单位
申办相关业务时，只需要提供事
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作为法人
身份的依据，可不再提交纸质证
书。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的应
用将真正实现事业单位法人“不
见面”许可发证，打通部门间法人
信息数据互通互用，让“最多跑一
次”成为上限，让“一次也不跑”成
为常态。

本报讯（通 讯 员 张四维
YMG 全 媒 体 记 者 侯召溪）近
日，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承担了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市区海域本底调查技术服
务”项目，为海洋牧场规划建设
提供基础资料。

该项目将通过海底地形地貌
测量、浅地层剖面测量、海底沉积
物采集及分析、海域工程地质钻
探等工作，查明工作区海底地形
地貌及海底障碍物、浅地层结构
特征、海底沉积物分布规律、工程
地质条件等，分析海洋牧场建设

的适宜性，对规划海域海底底质
进行相关评价。山东地矿三院将
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优势，严格按
照设计内容做好各项工作，保质
保量完成目标任务。

近年来，山东地矿三院紧抓
海洋地质工作的历史机遇，结合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海
岸带综合地质调查、海洋矿产资
源开发、海洋（海域）重大工程建
设，海洋牧场规划等多领域提供
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地质服务，为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三院的智
慧和力量。

1-6月份全市百项重点民生事项进展顺利

792套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开建
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烟台自由贸易试验区
研究院昨揭牌成立

自贸区烟台片区发展有了“智囊团”

我市率先在全省试点
事业单位法人电子证照

地矿三院开展
市区海域本底调查

为海洋牧场建设探获“地质大数据”

今天起高考评卷
所有科目“一题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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