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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路仨路段下月开挖
7月共有13条道路开挖，最长施工期一个月

投资16 . 9亿元

建毕家上流新社区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吕璐) 27日记
者获悉，位于世园会东侧的毕家上流安置房
项目A区、B区目前已经开建，两个项目总投
资达16亿9千万元，工期均为两年。据了解，
整个安置房项目建筑多达70余栋，已进入第
一次环评公示阶段。

毕家上流社区安置项目A区、B区都位
于世园会园区外东侧，是与2014年青岛世园
会中心会场距离较近的旧村改造项目。毕家
上流安置房项目A区和B区环境影响评价第
一次公示显示，A区项目总投资为8 . 9亿元，
B区总投资约8亿元。

其中，A区位于天水路以北，世园会园
区以东，地上建筑54栋，包括44栋住宅楼，1

栋幼儿园，1栋养老院；地下建有车库、储藏
室等。沿街楼座用于零售业、金融业等一般
商业，不设餐饮业。计划A区的容积率为
1 . 01，建筑密度为14%，绿地率为35%。

B区位于李沧区世园大道以北，世园会
园区以东区域，拟建住宅楼并配套建有文化
活动站、物业、底层商铺等。项目共建有地上
建筑17栋，其中高层住宅16栋。地下为一层
人防(平时为车库)地下室、地下储藏室、配
套设施等。项目B区的容积率为1 . 76，建筑密
度为17%，绿地率为31%。

项目A区已于今年1月开工建设，建设
期为2年；项目B区已于去年11月开始建设，
计划于2014年10月底建成。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蓝
娜娜) 27日，青岛市城乡建设
委公布今年7月掘路计划，香
港西路、重庆南路等13条道路
将开挖。其中市北区开挖道路
最多，为7条，市南区和李沧区
各有3条道路开挖。

27日，青岛市7月份掘路
计 划 公 示 。记 者 获 悉 ，市 北
区、市南区、李沧区共有13条
道路开挖，包含 1 7个掘路项
目，涉及车行道6562平方米，
人行道2328平方米。其中，市
北区掘路条数最多，共掘路7

条；市南区掘路3条，李沧区掘

路3条。
具体而言，市北区临淄路

(乐陵路-益都路)将于7月中上
旬起施工10天，进行地铁2号线
泰山路站管线迁改工作；龙潭
路(太清路-上清路)将于7月中
下旬起施工15天，进行通信管
道扩容；同安路(福州北路-华
泰汽车城东墙 )将于7月中下
旬起施工 2 0天，新建电力排
管；兴德路(宜昌路以北)将于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施工15天，
进行给水管道改造；重庆南路
(人民路-鞍山二路 )将于7月
上中旬起施工12天，进行通信

管道扩容；重庆南路(人民路-

鞍山二路)将于7月中旬至8月
上旬施工30天，进行给水管道
改造。

同时，市北区延安三路(芝
泉路-海信桥)、汝阳路(洛阳路
-商水路 )、兴德路 (宜昌路以
南)分别将于7月上旬、中旬、下
旬施工，进行燃气灰口管改
造，最长施工期25天。

根据市南区7月份掘路计
划，香港西路共有3个路段将
开挖，其中，荣成路至韶关路
路段将于7月中下旬进行排水
管道改造；武昌路至武胜关路

路段将于7月上旬至8月上旬进
行污水管道改造；正阳关路至
湛山路路段将于7月上旬至8月
上旬进行燃气灰口管改造。此
外，莱芜二路(齐东路-大学路)、
掖县路(莱芜二路-大学路)分别
于7月中旬和下旬进行供热管
道施工。

此外，李沧区四流北路(永
平路-红星化工厂)、文安路(永
年路-永清路)、兴城路(四流北
路-永平路)均将由泰能燃气集
团进行燃气灰口管改造，施工
时间均从7月上旬开始，施工
期最迟23天。

围绕人口计生工作目标开展协会工作
作为胶州市阜安街道

常住单位，胶州市供电公司
紧紧围绕驻街单位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总目标，创造
性地开展计生协会工作，取
得了很大成绩。在具体工作
中：一是公司领导班子高度
重视人口计生工作，坚持党
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
着力于责任落实。新婚青年
必须与公司签订计生协议
书。对晚婚青年实行奖励，
及时发放独生子女费，独生
子女父母退休金也增发到
位。二是成立计生协会，并
提供必要活动经费、场所。
2 0 0 6年3月，经选举产生了
理事会，建立完善了以公司
经理为会长，副经理兼工会
主席为副会长，计生主任为
秘书长，各部室负责人为理
事，各工会小组长为协会小

组长的计生协会组织。截止
今年上半年，职工发展到391

人，其中，协会会员180人，9

个会员小组，联系群众2 1 1

人，建设会员之家1处，购置
智力抢答器等设备2 0多台
(套 )。三是为确保协会工作
正常开展，定期召开协会理
事会等会议，讨论、决定、公
开有关计生事项，努力创造
条件让协会会员参与管理，
共同监督。针对站所多、职
工比较分散的特点，充分发
挥协会组织优势，以协会组
织为主干、会员为中坚，严
格实行计生网络式管理，分
片包干，定期反馈各项信
息，确保各项新政策能在最
短时间内到达最底层。四是
协会充分利用公司周一、周
四晚上学习时间，组织会员
认真学习，并通过公司信息

网、供电信息连续刊登中央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划生育法》、《中国计划生育
协会章程》、《山东计划生育
条例》、《青岛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为民务实(便民惠民)十
二条》等有关内容，使广大会
员从思想上重视计生工作，
真正做到懂法、遵法。五是围
绕会员需求开展生产、生活、
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利用

“三八”妇女节、“五二九”会
员活动日、“七一一”世界人
口日等开展活动，举行计生、
生殖保健等讲座，发放健康
书籍，同时开展一些有利于
女会员身心健康的娱乐活
动。积极协助公司和有关部
门解决协会会员中独生子女
家庭的实际困难，自觉维护
会员的合法权益。

(薛庆忠 刘绪君)

胶州计生窗口优质服务便民利民
日前，胶州市行政服

务大厅人口计生窗口以
“7·11世界人口日”活动为
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便民
服务活动,为群众做实事办
好事 ,让群众更便利、更放
心、更满意 ,大力推行均等
化便民服务活动，提升了
群众的满意度,受到广大育
龄群众的一致好评。

“你们的服务太细致
周到了，这下可给我们节
省了宝贵的时间。”菏泽籍
贯育龄群众刘女士家住胶
州市九龙街道办事处，近
日，她到该办事处计生办
咨询办理二孩相关事宜，
胶州市行政服务大厅计生
窗口工作人员告诉刘女
士，可以在胶州市审批二
孩，享受与胶州市民同等
待遇，刘女士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今年，胶州市行政服

务大厅计生窗口对于计
划生育在胶州市但户籍
不在胶州，符合二孩审批
条件的育龄妇女，仍然打
破必须在户籍地审批二
孩的惯例，由原户籍地委
托胶州市代为办理，避免
了当事人来回跑造成的
不便 ,为以上人员提供均
等化的二孩审批服务。他
们还在胶州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网站公开办理二
孩生育证电话号码、二孩
生育证办理指南、投诉电
话以及全市各镇(街)计生
办地址、办公电话、负责
二孩报批人员信息等，群
众只要轻轻一点鼠标，二
孩生育证相关问题一目
了然。今年截至目前，共

审批二孩 1 4 6 7例 ,二孩审
批及时率、群众满意率均
达100%。

此外，胶州市计生局
行政服务大厅计生服务窗
口以“计生服务管理转型
升级年”活动为中心，积极
践行“1136”工作思路，强化
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
通过开展送二孩《生育证》
下乡活动，切实把优质服
务送到群众家门。计生行
政服务大厅计生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亲自到各个镇办
的部分村庄将二孩生育证
送到当事人手中，并耐心
细致地为他们宣传现行的
人口和计生政策，纠正社
会上、网上流行的生育政
策放开的错误说法，受到
群众一致好评。

（杨林 王静）

胶州供电：

廉洁文化进班组

6月26日，国家电网胶州市供电公司党
群部门人员到各供电所，为供电局员工讲
解《国家电网公司员工服务准则》及工作
作风“五不准”、“十严禁”等文件精神，把
廉洁文化送到班组。 （王晓静）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完善队伍建设机制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采取集中学习、实地
加强业务培训，加强计生工作人员经验交
流，在培训与交流中查遗补漏，纠正误区。着
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流动人口管理
队伍；完善基层分工协作机制和考评制度，
严格落实责任；制定计生专干工作守则，管
理服务操作规范，尤其在信息录入、网上通
报交流、孕环情检测落实等方面，做到有章
可循。坚持落实季度巡检制度，定期对基层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验，以便掌握全区计生
工作水平。

“美容”
26日上午，位于登州路的青岛啤酒博物馆正在进行外墙面的修补。据介

绍，墙面所贴的瓷砖因受潮造成部分脱落，工作人员正抓紧修补，以迎接即
将到来的旅游高峰。 本报见习记者 姚雷鸣 摄影报道

李村商圈7条旧路整治
为避免影响商户，工人夜间施工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晓鹏) 随着几座大型城
市综合体落户李沧，李沧商
圈原有的几条道路不堪重
负，近日，李沧将对包括向
阳路在内的七条道路进行
整治。

2 6日晚上，记者来到
李沧区向阳路上，看到李
沧区市政公司的工人们正

在紧锣密鼓的施工，为人
行道更换花岗岩石板。现
场负责人介绍说，向阳路
整治范围是书院路至滨河
路段，要包括整治车行道、
翻修人行道。

“因为商圈人流量大，
白天施工容易造成路堵，而
且影响两边商户经营，所以
选在晚上施工，为了将施工

的声音降到最低，我们的石
板等都是事先切割好，晚上
直接铺装就可以。”负责人
说，石板切割是施工过程中
噪音最大的一个环节，提前
切割可以避免噪音过大影
响两侧居民休息。

记者了解到，除了向阳
路以外，今年李沧区还要对
商圈周边另外6条道路开展

集中整治，分别为古镇路、
南崂路、书院一支路、向阳
一支路、西山一支路及少山
一支路。目前已完成书院一
支路、向阳一支路道路铣刨
盖被，西山一支路、少山一
支路道路铣刨盖被及人行
道整治。向阳路、南崂路正
在进行整治。古镇路预计7

月中旬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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