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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文件 

 
 

崂政发〔2019〕1号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 2019年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重点办好的实事项目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区政府 2019年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重点办好的实事项目，已

经区委、区政府研究确定，现公布如下： 

一、持续优化教育教学环境，实施教学质量提升行动，提高

家校合育水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一）继续实施教学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与华东师范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开展全面教育合作，深化办学模式

和课程教学改革，优化师资力量，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 2 —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二）启动“互联网+教育”大数据教与学基础建设。完成

10个模块建设，为全区公办中小学提供高效课堂教学软件服务项

目。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三）构建校园安全综合防控体系。为全区 40所公立中小学

校安装安全防控系统平台等设备，建立全区学校安全应急体系，

实现校园安全“网格化”智能管理。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四）扶持认定新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采取政府补助的形

式扶持认定一批新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扩大普惠学位供给，惠

及更多家庭。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五）完善学前教育基础设施配套。实施朱家洼小区幼儿园

建设，修缮改造小河东、晓望等 6所幼儿园，优化办学条件。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六）推进校园标准化食堂建设。为 6所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化食堂，配备厨具、灶具和配套设施，解决 4000余名学生在校就

餐问题。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七）开展“山海家长大课堂”系列活动。举办家庭教育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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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节目 10场、家庭教育讲座 100场，培训家庭教育骨干教师和家

庭教育讲师团成员 100 名，全区家长参加家庭教育培训达到 10

万人次。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八）实施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张村河小学扩建；

完成育才学校扩建、金帝山庄配套初中建设、姜哥庄小学建设等

项目主体工程；建成书香门第配套小学、北村配套初中。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二、广泛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以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丰

富人民群众文体娱乐生活 

（九）开展惠民服务公益活动。组织 1000场公益演出、培训、

电影进社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责任单位：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十）提升群众文艺团队水平和能力。培训 1500名文艺骨干，

扶持发展 150支群众文艺表演团队，按照“分类指导、分级辅导”

的方式，规范我区群众文艺团队建设，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

热情。 

责任单位：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十一）开展“书香崂山·全民阅读”活动。推进“家庭数

字图书馆”建设，新建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全区居民发放“家

庭数字图书馆”阅读卡，推动智慧化阅读，让居民享受到文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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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成果。 

责任单位：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十二）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推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崂山分营建设工作，建设 6个学区训练营地，

开展足球特色学校足球联赛，推动全区青少年足球发展水平达到

青岛市前列。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十三）普及开展太极拳运动。开展太极拳运动进校园、进

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的“五进”活动，普及太极拳的

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太极拳辅导站点在社区覆盖率达 85%以上。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十四）推进全民健身。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全民健身登

山节、篮球邀请赛、帆船比赛等系列体育赛事。在机关、社区、

学校和企业举办 10场“全民健身大讲堂”系列体育公益活动。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十五）新建健身场所。完成 8处多功能健身运动场地建设，

为居民休闲健身提供合适场所。 

责任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三、注重公共卫生服务向基层拓展，提升妇幼医疗领域服务

水平 

（十六）提高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定向培养医学生 15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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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社区建立 6个专科医生工作室。采取医联体模式，协调区

内二、三级医院，选派医务人员到医学院校、科研机构和医联体

单位进修培训 20人次。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十七）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监测。全区商场、泳池等公

共场所卫生监督覆盖率达到 100%，游泳场所抽检覆盖率达到

100%，提升公共场所卫生水平，保障居民健康权益。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十八）加强孕妇保健。为全区符合政策的备孕和孕早期育

龄妇女，孕前 3个月以及孕早期 3个月每人每天增补多维元素片。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十九）新生儿疾病筛查补助。对在本区内出生的新生儿疾

病筛查服务项目给予 80%的财政补助，包括遗传代谢病筛查（先

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G6PD缺乏症、新生儿先天

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4种）和听力筛查（初筛）。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十）关注儿童口腔健康。为全区 1.3万名幼儿园儿童进

行春秋两季口腔涂氟，为 4000名二年级小学生六龄牙免费实施窝

沟封闭，预防龋齿。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十一）拓宽医疗补贴渠道。改进服务模式，通过药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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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等方式，使肝病等患者受益；为全区 1万名糖尿病患者提供一

次免费糖化血红蛋白筛查。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十二）实施中医药惠民工程。加快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

试验区先行区建设，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阵地建设，强化中医药

健康宣讲，创新发展“中医药+智慧医疗”。 

责任单位：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四、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着眼于就业、创业、安居、养老、

低保等领域，完善综合保障体系建设 

（二十三）全区新增城乡就业 8000人。落实促进就业政策，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困难群体就业，推动城乡居民实现更高

质量就业。 

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十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组织开展各类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活动，举办政策宣讲和招聘活动等 30场次，促进

毕业生就业。 

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十五）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推动健康城产业孵化基地一

期投入使用，作为招商洽谈、宣传推介、规划展示场所；持续推

进众创空间建设，做好创业平台服务，聚集产业发展效能。 

责任单位：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开发办、区科创委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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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大力推进安居保障工程。完成株洲路（二期）和

静山悦园约 6万平方米、1100套公租房建设，为住房困难户籍家

庭和产业园区各类人才提供住房保障。 

责任单位：区房地产开发管理局 

（二十七）加快推进安置区建设。实施朱家洼社区和山东头

社区改造安置区 22个楼座约 38万平方米建设工程。 

责任单位：区房屋征收管理局、金家岭街道办事处 

（二十八）提高重点群体补助标准。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全

区 60－79周岁城乡特困和低保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 80元；重度

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 130元提高到 140元。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二十九）开展低保家庭危房修缮工作。修订《崂山区城乡

低保家庭危房修缮工作实施意见》，进一步规范、完善低保家庭

危房修缮程序，细化修缮标准，提高修缮补助标准，对全区符合

条件的低保家庭开展危房修缮工作，保障低保家庭的住房安全。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三十）建立困难家庭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制度。对全区

符合条件的低保、低保边缘、中低收入和因病支出型困难家庭中

的失能人员，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基本生活照料，有效

提升全区社会救助水平。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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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进一步减轻居民殡葬服务负担。在免除户籍居民

六项基本殡葬服务项目所需经费基础上，按每人 350元标准免除

殡仪专用车辆服务费，为散乱坟墓迁移中需要更换骨灰盒的提供

价值不超过 2000元的骨灰盒一个。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三十二）提供老年人助餐服务。建设 1-2处街道助老中心

食堂，为所辖社区开展助餐服务，更好地满足社区老年人就餐需

求。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三十三）提升社区助老食堂标准。对午餐就餐老年人达到

日均考核标准的社区助老食堂，每个食堂每年最高给予 10万元奖

励，用于老人就餐补助。 

责任单位：区民政局 

五、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检测治理，提升全民安全素质，提高

公共安全管控防治水平 

（三十四）搭建全区电梯安全防护救援体系。率先将我区公

共场所约 1000部电梯，纳入电梯安全智慧平台监管，实现电梯重

大故障预警、电梯维保质量管理、应急救援处置及监督应用等功

能，确保提前预警、快速救援。 

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十五）强化生产、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检测及结果发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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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加强重点行业质量提升建设，建立崂山质量发布机制，加大

抽检力度，合计抽检 360批次，其中对生产企业产品质量进行抽

检 90批次；对老百姓关注的、消费投诉量大的流通领域商品质量

抽检 180批次；对成品油抽检 90批次。 

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三十六）实施全民安全素质提升项目。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 8000人，重点培训安全生产应知应会常识，提高全民安全素

质和自我保护能力，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责任单位：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三十七）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治理地质灾害 20处，

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责任单位：崂山国土资源分局、相关街道办事处、旅发委相

关处室 

（三十八）开展道路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组织全区交通违法

行为整治活动 12次以上，重点查处酒驾、违法变道，渣土运输车

超载超限、撒漏扬尘等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崂山公安分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三十九）强化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检查。年内对建筑工

地用建材进行巡查抽检 80次，开展质量通病和安全生产检查 200

次，开展 5次“安全教育日”活动。 

责任单位：区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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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检测。对全区食用农产品和食品

进行日常检测，强化崂山特色食品产业和产品的抽样监测，年内

开展食品常态化检测 5000批次，加强对药品经营使用单位和重点

品种的日常检测，年内开展药品常态化检测 400批次。 

责任单位：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四十一）优化道路交通设施。对 10所幼儿园、中小学门口

及周边道路完善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电子抓拍等安全设施；在

部分道路施划交通标线 30000余平方米、增设交通标志 200面、

安装信号灯 10处、改造信号灯 2处、新建和改造高清“电子警察”

各 20处、新设行人闯红灯抓拍设备和 5处禁鸣抓拍设备。 

责任单位：崂山公安分局 

（四十二）实施桥梁安全隐患治理。对毕家村桥、下葛桥及

浦里社区等 5座存在安全隐患的桥梁进行维修改造，建设滨海公

路惠特小学人行辅桥，解决学生上学及行人出行安全问题。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四十三）完善公路安全设施。对部分存在安全隐患的国省

道及农村公路路段进行安全防护改造，新建护栏或挡墙 500米，

增设标志标牌 80处，施划道路交通标线约 10公里。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六、注重环境卫生、污水排放等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四十四）开展垃圾分类活动。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活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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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垃圾分类社区数量达到 70%，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处理。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四十五）实施张村河截污工程。实施张村河上游（枯桃-

峪夼段）截污干管工程，铺设污水管线 4000米，改善流域环境。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四十六）加强水源地保护。对崂山水库上游污水主管网检

查井及管线进行整治，修复渗漏检查井 200个，确保管线有效排污。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四十七）实施矿坑治理工程。实施 30处矿坑治理工程，治

理面积约 5000平方米，恢复山体生态。 

责任单位：崂山国土分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四十八）开展老旧楼院整治。完成 13个居民小区的老旧楼

院整治工程，完成保温工程 50万平方米，打造环境优美的居住环

境。 

责任单位：区房地产开发管理局、区城乡建设局 

（四十九）金岭山生态公园环境整治。金岭山生态公园西侧

拆违区域进行环境整治，完成生态修复和绿化提升 10000平方米，

拓展居民休闲健身空间。 

责任单位：区金家岭生态保护开发办公室 

七、拓宽惠民便民服务领域，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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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进一步深化“一次办好”改革。对涉及企业、居民

的审批事项进行分类整合，梳理办理链条，优化审批流程，减少

审批材料，提高审批效率。 

责任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五十一）建设“三建联动”网格化治理平台。以网格管理

为基础，推进党的建设、社会建设及城市建管信息数字化融合，

扩展社会服务管理应用，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能力和公

共服务水平，覆盖全区 161个居民社区。 

责任单位：区电子政务办公室 

（五十二）建设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加强区、街、社区三级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培训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司法所）、

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室（司法行政工作室）工作人员 200名，组织

动员社区法律顾问在社区举办普法宣传讲座 300场以上。 

责任单位：区司法局 

（五十三）完善公交线路和设施建设。优化调整 5条公交线

路，进一步扩大公交覆盖面，方便群众出行。立足群众需求，对

10个公交站点进行港湾式改造，并安装公交候车亭。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 

（五十四）进行农村公路改造。对部分路况较差的农村社区

进村路进行大中修改造，改造道路长约 6公里。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 13 — 

（五十五）实施进村路亮化工程。对部分缺少照明设施的农

村社区进村路实施亮化工程，安装路灯约 200盏。 

责任单位：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五十六）农贸市场管理服务标准化建设。实施农贸市场改

造提升，完成 6家农贸市场“2019年青岛市星级市场”创建工作。 

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八、推进景观提升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打造宜居宜业

的人居环境 

（五十七）打造“花海崂山”。中心城区增绿补绿 23万平方

米，提升城区环境品质。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五十八）启动张村河生态公园建设。高标准做好方案设计

论证，打造水清岸绿环境，实施深圳路至青银高速约 900米范围

的试验段建设。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五十九）提升山海旅游环境。启动滨海景观提升二期工程

建设，完善连山通海健步绿廊标识景观体系，为居民休闲提供便

利。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六十）提升供水保障能力。完成大河东水厂综合改造工程，

完成 4处河道综合整治，实施社区饮水工程。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149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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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区农业和水利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六十一）提升区域供电能力。完成深圳路变电站和株洲路

变电站电力管沟配套建设，敷设管线 6000米，满足周边区域居民

及企业用电需求。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六十二）提升区域供热能力。实施静山悦园、迪生山庄二

期、依山伴城 3#地块等项目供热配套工程，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40

万平方米，解决翡翠花园等 4个老旧小区供热配套难题。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六十三）完善天然气管网建设。新增天然气管线 3公里，

新增天然气用户 3000户，保障居民用气安全。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六十四）完善市政路网配套。实施仙霞岭路、海克斯康东

侧路、科而泰东侧路等 5条市政道路工程建设，打通银川东路（科

大支路-松岭路）段、云岭路（仙霞岭路-科大支路）段。 

责任单位：区市政公用局 

（六十五）推进健康城区域“一路一厂一中心”建设。实施

湾横 4号线市政配套工程、1号水质净化厂、1号再生资源绿色科

技中心建设，完善健康城区域基础设施配套。 

责任单位：崂山湾国际生态健康城开发办 

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重点办好的实事项目是区政府向全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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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庄严承诺，是政府服务百姓的重要举措。各实事项目责任单

位要高度重视，抓紧研究提报项目实施方案，于 2月 9日前提交

区发展和改革局和区政府督查室。在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明确

责任，健全领导分工责任制，在年度实施过程中由区政府分管领

导牵头协调调度和落实推进，责任单位要做到目标明确，任务落

实，量化到人。将实事完成情况纳入责任单位综合考核，区发展

和改革局会同区政府督查室定期通报实事推进情况。组织签订实

事办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加强督查督办，抓好落实。各责任单位

要严格执行月报制度，于每月 25日前分别向区发展和改革局、区

政府督查室书面提报项目形象进度、完成投资情况等。对于年底

不能按期保质完成的，按规定程序追责。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 

                            2019年 1月 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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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金家岭金融

聚集区管委会综合部，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科创委综合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驻区有关单位。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月 2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