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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长风暖，备耕当时。走进海
阳的山山岭岭，旱能灌、涝能排的
高标准农田连片成方，沟渠管道、
排水灌溉一应俱全，既扮靓了山
川，又谱写了丰收的序曲；阡陌山
路已变身硬化机耕路，山光树影
间，村民们进出劳作、怡然自得。

山乡之变，是海阳实施惠民利
群实事工程的“繁花一朵”。2020
年，海阳76件实事件件落实，提升
了城乡基础配套水平，改善了群众
出行条件、办学条件、卫生医疗条
件，提高了社会保障救助水平，大
到活出精气神，小到吃饱穿暖，居
民的获得感体现在一个个民生的
小坐标和大图景中。

在孕育希望的春天里，海阳
将给予当地老百姓一个怎样的新
愿景？

今年，海阳市委、市政府又确
定了82件惠民利群实事，涵盖了乡
村基础设施提升、生态环境治理、
品质城市建设配套、社会保障与扶
贫救助、残疾人关爱、教育惠民、医
疗卫生惠民、文化科技惠民、全民
健身等领域，这也是海阳连续14年
送出的民生大礼包。

海阳82件惠民利群实事保民生、补短板、强基础、树形象

民生大礼包 连送十四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
员 李振兴 摄影报道）3月16日，位于海阳
市凤城街道石人泊村的河道拦河闸内，高约
两米的坝袋全部放空，存蓄了两年多的东村
河水一路向南，缓缓流入大海，至此，持续三
天的东村河放水工作全部结束，未来四个
月，海阳市将对东村河进行清淤、污水管网
改造及坝体维修。

东村河是海阳市的母亲河，发源于朱吴
镇后山中涧村东跑马岭前坡，流经朱吴镇、
东村街道、方圆街道、碧城工业园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凤城街道，于旅游度
假区西入黄海。

“东村河流域较长，日积月累，河道淤泥
沉积较多，虽然每年都定期清理，但部分河
段还是淤泥沉积严重，最深的一段大约有1
米多深，这次清淤是近六七年来规模最大、

最彻底的一次。”海阳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科
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海阳降水量较往
年明显减少，东村河上游水流量较小，大部
分支流基本干涸无径流。兴建的污水处理
厂大都集中在东村河下游，对东村河进行生
态补水的作用不明显。受蓄水拦河坝影响，
东村河城区水流动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东村河水环境质量。
为让东村河焕发新的风采，2019年，

海阳市启动东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对
涉及道路及沿线排水管网改造、对河道流
域内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新建污水处
理厂及河道走廊人工湿地工程，确保东村
河流域生态水环境治理提升及保障河道生

态补水。据负责人介绍，在综合治理中，将
新建虎山街5000平方米地埋式污水处理
厂一座；新建河道总长度为23.1km的东村
河河道走廊湿地；新修改造53.1759km道
路，2.07km排洪改造；更换及修复22座钢
制拦河坝；建设河道东侧景观公园河两侧
绿道系统。同时对部分河道进行清淤，拆
除重建部分拦河闸。

“海阳市中心城区人口日益增加，生活
废水及配套设施废水量不断增大。目前，中
心城区污水处理设施已近满负荷运行，非常
有必要新建污水处理厂来适应城市发展的
需要。”在海阳市住建局局长姜保华看来，东
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是海阳绿色、可持续
发展模式的真实体现，更是对城市水系统

“治、用、保”体系的有益完善，既可充分利用
现有地表水资源，满足工业用水、生态补水
等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海阳市水资源短缺问题。工程结束
后，海阳人的母亲河将是水清岸绿的生态廊
道和文旅乐业的活力岸线。

海阳母亲河进入清淤改造期
东村河将变成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文旅乐业的活力岸线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庞磊 通讯员 刘焘 曹亚
雄）3月15日上午，海阳市公
证处与海阳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举行了“公证+不动产登记”
业务联办签约授牌仪式，现场
办理了烟台市第一笔“公证+
不动产登记”业务。

当日，市民初先生和王女
士在申请办理继承公证的同
时，在公证处提交了不动产转
移登记申请，公证处通过与不
动产登记中心的联办业务线上
平台直接为其办完了全部不动
产登记事项，由公证员将不动
产权证书现场交予申请人。

据了解，公证与不动产登

记业务联办合作协议的签署，
意味着海阳市群众及企业今后
因不动产买卖、互换、继承、遗
赠、赠与、委托等办理公证事项
时，可以同步申请不动产登记，
由公证机构按不动产登记申请
的要求，一次性收齐公证申请
和不动产登记申请材料，验证
申请人身份，对申请人进行问
询。公证完成后，公证机构通
过系统平台将公证结果信息、
不动产登记申请信息及相关资
料即时推送给不动产登记机
构，完成不动产登记，免除群众
和企业在公证处和不动产登记
机构之间往返奔波，实现“只跑
一次腿、办妥全部事”。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庞磊 通讯员 包明华 李
武）近日，烟台市第七批教学
能手名单公布，全市共有457
名优秀教师榜上有名，其中，
海阳市有39人。

据悉，根据《烟台市教育
局办公室关于评选推荐烟台
市第七批教学能手的通知》精
神要求，经个人申报、单位遴

选、区市评选推荐、市审查委
员会审查、人员公示等程序，
海阳共39名教师获评烟台市
第七批教学能手。

海阳市教体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海阳市教学能手
能够充分发挥辐射引领和模
范带头作用，在教学改革、学
科研究等方面率先垂范、开拓
进取、再创佳绩。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庞磊 通讯员 马文国）日
前，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名单出炉，海阳市方
圆街道北城阳村榜上有名。

“北城阳村现在共有765
户、2188人、党员88名、‘两
委’成员5人、耕地4800亩。”
村书记王洪军告诉记者，近年
来，北城阳村不断加强法治宣
传教育，在全村形成了学法守

法的良好风尚。通过建设“妇
女儿童之家”、文化活动广场、
善行义举四德榜等，营造了良
好的村居发展环境，引导群众
树立了尊老爱幼、讲文明、懂
礼貌、比学赶超的社会主义新
风尚。

截至目前，北城阳村先后
荣获烟台市美丽乡村、山东省
生态文明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等荣誉称号。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庞磊 通讯员 寇堂超 摄
影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应急处
突能力，全力做好海阳港口岸
安保维稳工作，日前，山东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海阳边检
站联合海阳海关、海阳海事、
凤城海岸派出所等部门，组织
开展处置换班船员涉恐携带
反动政治宣传品演练活动。

当天，在海阳港现场，演
练以某籍船舶两名中国籍船
员利用船舶作业间隙，在现场
发放反动政治性宣传材料，有
严重涉恐嫌疑为假想。海阳
边检站接警后，按照相关应急
处置预案和防疫要求，启动海

阳港区应对突发事件处置机
制，立即联系各成员单位，组
织处突分队前往现场进行处
置，对嫌疑人进行抓捕，嫌疑
人抓捕到案后，对相关证据进
行收集。

按照卫生检疫工作要求，
海阳边检站在对嫌疑人进行
抓捕转运、医学检测等环节配
合海阳海关、海阳海事以及凤
城海岸派出所等部门进行体
温测量、流行病学调查、信息
核查、移交等工作，进一步明
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和
工作程序，同时有效提升了各
部门在应急演练中相互配合、
密切支援，形成合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庞磊 通讯员 吕娇娜 孙
鹏丽）近日，海阳市海洋发展
和渔业局安排部署渔港安全
生产驻点监管工作，选派30
名人员对辖区内15处重点渔
港和停泊点进行监管。

“主要是督促渔港贯彻落
实《安全生产法》《渔业法》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山
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
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督促渔港主要负责人、分
管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认
真履行职责，全面加强渔港
安全管理工作；督促渔港持
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对驻点
监管中发现渔港、渔船存在
的重大问题或重大隐患，及
时报告，提出行政处罚或责
任追究建议。”海阳市海洋与
渔业局有关负责人说。

公证+不动产登记
跑一次腿就能办完

海阳39名教师
获评烟台市教学能手

方圆街道北城阳村
上榜国家级示范名单

海阳边检联合多部门
举行涉恐演练

海阳15处重点渔港
和停泊点将有专人监管

翻开惠民利群实事意见，一大批农民最
关心、最直接、最实际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
工程将启动建设。

完成3处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盘石
店镇望山中桥改建、建新水库增容、大沽夹
河古现段综合治理工程，保障农村水利“命
脉”；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新建桂山、
沟杨家、建新、南台4座水厂，让农民和城市
居民共享优质水源；对4条县乡路中修并新
建海翔西路，优化农村交通；建设高标准农
田3.6万亩，新建、维修大口井、塘坝、泵站、

敷设管道，新建蓄水池、拦河坝，硬化机耕路
等，实现农田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
强，促进乡村振兴。

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的
惠民利群实事，海阳突出生态环境治理工
程，对“母亲河”东村河进行综合整治，并
全面实施县乡村三级海洋生态环境网格
化管理，建立网格化巡查、报告、处置机
制，实现海洋环境监管全覆盖，切实改善
水系生态；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将对全市
空气质量进行 24小时监测，建立全市大

气环境质量变化预警监测体系，定期公布
各镇区街道空气质量排名。同时，创新开
展环保管家服务，为全市65家重点环保企
业提供一站式环保托管服务，帮助企业排
查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协助、督导
企业整改；建设智能排污管控系统，对全
市40家重点环保企业通过采取电量监测

“过程管控”的方式，及时发现处理违法排
污、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等问题，用
情怀与实干守卫海阳宝贵的蓝天白云、绿
水青山。

乐兹在兹，枝叶关情。过去一年，海阳
投入6000万元，对10个老旧小区进行提升
改造，原本陈旧的小区重新焕发“年轻态”，
让居民在碧水蓝天中拥抱美好城市生活，缔
造诗意的栖居。

今年，海阳将继续实施老旧小区提升改
造工程，涉及5个片区共13个小区，改造面
积30.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3203户。

“今年的品质城市建设，我们将着重提
升居民生活便捷度，增设娱乐休闲场所，真
正让居民对幸福可感知、可期盼。”海阳市住
建局局长姜保华说。今年，海阳将建设海阳
市客运西站，配备海阳至青岛机场候车室、
新能源电客车充电场地等，改善居民出行；
新建一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总建筑面积约
15万平方米，兜稳居民的“菜篮子”；规划建

设210万平米的棉花顶城市森林公园，以城
市森林为主题，规划集儿童游乐园、动物观
赏园及城市休闲漫步活动区等功能为一体
的城市公园，让城市更有品位、更有趣味。

“惠民利群就是要加大民生领域投入，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让市民共享城市发展建设成果。”海阳市委
书记刘宏涛说。

发展路上，不落一人。为了扶弱助贫，
海阳建立脱贫救助基金，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实行救助机制；实施残疾人关爱工程，为
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康复复明手术，为
贫困肢残人员免费安装假肢；医疗卫生惠民
方面，将为全市4.9万名高血压患者、1.8万
名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管理，为全市65岁
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为25000名农
村妇女开展宫颈癌免费检查，彰显城市文明
程度和发展的温度。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是最大的民心工
程。今年，海阳将继续实施校园足球、沙
滩排球行动计划，进一步完善校园设施，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舍进行加固改造施
工，改造续建学校运动场地，改造 260个
班级的教室照明等，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求
学环境；建设5处特殊教育资源教室、2所
幼儿园，打造教师成长培训中心及“立德
树人”红色教育基地，让育人之风吹遍海
阳大地。

学有优教、住有宜居、弱有众扶、老有颐
养……在政府大账本里，民生支出占了大
头；在家庭小账本里，衣食住行之变，让百姓
真切享受到了发展成果，感知到了社会变
革。一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城市，正锚定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努力方向，以高质量发
展的“调色板”，让人民的生活多姿多彩，熠
熠生辉。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侯俊南 姜雅静 摄影报道

绿水青山，今年突出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住有宜居，继续提升改造老旧小区

扶弱助贫，教育医疗保障是最大的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