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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纳谏，征得1.8万“金点子”
意见建议转交各部门办理，5天内给市民答复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宋 珊 珊 ) 截 至 1 4 日 ，

“三民”活动已经收到市民
意见建议18236条，主要集
中在教育、食品安全、医疗
卫生、交通运输等方面，已
全部转交相关部门办理，5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月
底，还将从市民建议中评
选出60个“金点子”给予表
彰。

15日，记者获悉，截至
1 4日，“三民”活动共征集
到市民意见建议18236条，
其中会场征集17876条，网

上征集360条，较去年增长
5 . 4%。经归类、合并和筛拣、
汇集，有效建议达6999条。
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三
农”、教育、食品安全、社会
治安、医疗卫生、交通运输、
劳动关系、城市规划等八个
方面，民生性、公益性、市民
普遍受惠的意见建议较多。

据了解，上述意见建议
已全部转交市政府相关部
门办理。“三民”活动已进入
意见建议的全面办理阶段。

“三民”活动联席会议
办公室对会场征集类意见建

议集中组织录入，并分转
到各承办部门。各部门对
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共性
建议，全面研究措施，集中
组织办理；对个别市民代
表提出，但具有代表性、针
对性的建议，认真、细致、
逐一进行办理。办理完毕
后，由各部门汇总意见建
议办理情况，便于公开发
布的，集中在网上发布，不
作逐条答复。

对网上征集类意见建
议，采取逐一分办、逐一在
网上答复或与市民个别交

流的方式办理。对转交各
部门办理的意见建议，原
则上要在 5个工作日内办
理完毕。

联席会议办公室将对
市民意见建议的办理进行全
程跟踪督办。意见建议的办
理情况纳入市政府部门年度
绩效考核。

12月底，青岛将按照“选
题重大、调查深入、研究渗
透、对策可行、效果明显”的
标准，评选60条优秀市民建
议以及6个优秀组织单位、6

个先进组织单位予以表彰。

市民建言蓝色经济

造海上新城，丁字湾可建人工岛
本报记者 宋珊珊

“三民”活动得到了市
民的踊跃支持，市民纷纷
为青岛建设献言建策。海
天大酒店电气工程师吴民
介绍，他代表青岛太平洋
学会，提出了建设丁字湾
海上新城人工岛的建议。

今年，山东省的《山东
半 岛 蓝 色 经 济 区 发 展 规
划》中提出重点打造海州

湾北部、董家口、丁字湾、
前岛、龙口湾、莱州湾东南
岸、潍坊滨海、东营城东海
域、滨州海域九个集中集
约用海片区。吴民告诉记
者，他们就是在此基础上，
提出建设丁字湾海上新城
的设想。

“我们建议选择在即
墨与海阳交界的海域建设

一个人工岛，为蓝色硅谷
提供人工支撑。”吴民说，
他们认为在海上建设人工
岛，可以居住、旅游，更重
要的是可以研究开发潮汐
能、波浪能等新能源。“现
在国内已经有城市开建人
工岛了，我们觉得青岛也
应该抢占先机，拓展海域
发展空间。”

市 民 代 表 王 林 则 提
出 了 关 于 建 筑 垃 圾 变 废
为宝的建议。“我们曾去
深圳考察过，他们的建筑
垃 圾 循 环 利 用 就 做 得 很
好，一座楼拆除后，95%的
材料可以再利用，这样就
可 以 拆 一 座 楼 再 建 一 座
楼，既节约资源又能省下
建筑费用。”

15日，在青岛四流南
路第一小学，学生们正在
制作面包，准备烘焙。据介
绍，本学期四流南路第一
小学开设了烹饪、插花等
十余门课程，同学们根据
自己的爱好报名学习。最
终，所有的成果作品由学
生投票选出。

本报记者 杨宁
摄影报道

全市46个“两改”全部开工
历年来力度最大，将惠及2 . 5万户居民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宋
珊珊) 15日，记者从市城乡建设
委获悉，今年青岛市46个“两改”
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这是青
岛“两改”工作启动以来改造项
目最多、受益居民最多的一年，
将惠及居民共计2 .5万户。

按照青岛市政府确定的工
作目标，今年青岛计划新开工

“两改”项目46个，其中城中村改
造项目40个、旧城区改造项目6

个，目前已全部开工建设。这是
青岛历史上旧城旧村改造力度
最大的一年。改造项目数是前四

年总数的60%、2010年的2 . 3倍，受
益居民户数是前四年总数的
40%、2010年的1 .3倍。

据了解，今年“两改”项目出
现拆迁难、融资难、土地手续办
理难、资金回收难等突出问题，
企业参与积极性下降，项目推进
难度加大。市两改办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市区城中村
改造的实施意见》等“两改”政
策，全面实施了拆建分离、净地
招拍挂的改造模式，实现了村民
受益、土地收益、发展得益的最
大化。建立了市级融资平台借

贷、先行拍卖开发用地融资、土
地整理单位垫资、区政府及社区
自筹等五种融资模式，成功破解
了融资这一“两改”最大难题。

“两改”实施五年来，青岛已
开工改造项目累计达123个、拆
迁居民达8 .8万户，规划建筑面积
2348万平方米，累计回迁44片、4

万户。通过“两改”，已回迁城中
村居民户均住房建筑面积由55

平方米提高到160平方米，旧城
区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14

平方米提高到31平方米，直接解
决了5400户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

家庭的住房困难，配建保障性住
房1万余套，为解决更多低收入
家庭住房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通过“两改”项目，可向市场
提供商品住房15万多套，对于缓
解供需矛盾、稳定住房价格发挥
了重要作用，并带动了上下游50

多个关联产业的发展。通过“两
改”盘活存量土地2226万平方米，
为城市发展腾挪出新的空间，加
快了市南西部区域、市北中央商
务区、四方新都心、李沧中央居
住区、崂山中韩商务居住区等大
批新的现代化区域中心的形成。

校校园园大大集集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李
晓闻) 2012年1月6日—7日，朝
鲜版歌剧《梁祝》将在青岛大剧
院隆重上演。

歌剧《梁祝》是朝鲜艺术家
们依据中国古典经典故事《梁
祝》潜心研究、全新创作的朝鲜
版歌剧，分为“乔装求学”、“草桥
结拜”、“万松书院”、“同窗三载”
等6场10景，将梁山伯与祝英台
之间的凄美爱情进行唯美诠释。
歌剧基本上保持了中国民间传
说的原貌，情节简单，脉络清晰。
音乐则以中国观众熟悉的小提
琴协奏曲《梁祝》为主旋律，结合
朝鲜民族特有的抒情旋律。

以舞蹈见长的朝鲜艺术家
还在歌剧中增加了三段舞蹈的
场景，将歌剧演唱和舞蹈表演融
为一体，既保持和发展了故事的
感情线索，又体现了朝鲜的艺术
特色，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该剧的舞美设计沿袭了朝鲜
版歌剧《红楼梦》的传统风格，精
心绘制的实景独出心裁，别具一
格，让观众沉浸在视觉享受之
中，景物的切换也显示了独到用
心。

据了解，此次来青演出的朝
鲜版歌剧《梁祝》，是中朝两国领
导人共同商定的重要文化交流
项目之一。此次来青的演出活
动，是该剧组应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邀请，于2011年10月21日
至2012年1月15日来华巡演期间
的重要一站，是由市委宣传部主
办，青岛市文化建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招商银行协办的中
外文化交流项目。

朝鲜版《梁祝》

将在岛城“化蝶”

黄河元公司

成功爆破45米高烟囱

15日，青岛黄河元爆破工程
有限公司对青岛港集团有限公
司前湾港分公司黄岛港区内的
锅炉烟囱进行定向爆破拆除。该
烟囱高45米，距建筑物最近距离
只有4 . 5米，爆破的粉尘经过处
理，基本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
响。

青岛黄河元爆破工程有限
公司成立于2004年，经过几年的
工程实践，积累了大量工程爆破
和拆除爆破的施工管理经验，拥
有大量的爆破工程师和技术人
员，已成为技术全面、作风过硬、
诚实守信的知名爆破企业。

股债跷跷板效应重现

目前适宜布局债券基金

近日，股市击穿2300点防线
继续下探。而与此同时，股债跷
跷板效应在年底重现魔力。目
前，正是底部布局债券基金的良
好时机。

笔者了解到，近期正在募集
的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基金，在可
转债投资仓位上体现了与众不
同的灵活性。高达95%的仓位上
限，有利于迅速捕捉市场行情，
在反弹中为投资者赢取超额收
益。而低至20%的持仓下限，则能
在震荡市中表现出较强的风险
抵御性，为投资者获得更为安全
稳健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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