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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十四五”期间生

态环境工作，按照《青岛市“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青政字〔2021〕19号)等文

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近日，我区印发

了《即墨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包括编制背景，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规划目标，重点任务，重点工

程，保障措施等5部分。

  一、编制背景

　　“十三五”时期，全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以撤市设区为契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实现新跨越，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加

速形成。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

著，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全面打赢

水、气、土、海洋污染防治攻坚战，农村生

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环境执法监管维

持高压态势，体制机制建设迈上新台

阶。“十四五”时期，即墨区将迎来加快

建设特色鲜明宜居幸福的现代化新城、

争当全省区域发展排头兵、打造支撑青

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极等一系列

重大发展机遇的加速时期。对标建设美

丽青岛的历史使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仍任重道远。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青岛市生态环

境局即墨分局牵头开展了《规划》编制工

作。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先后征求

了区发展改革局、农业农村局等11个单位

意见，完成了专家评审和合法性审查等

工作程序，已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东、视察青岛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围绕青岛市建设开放、现

代、活力、时尚国际大都市目标和区委

“13456”总体发展思路。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巩

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强化多污

染物综合防控和区域联防联控，不断提

高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

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生态

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为群众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为全面打造生态

宜居、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宜

居家园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的基本原则有4项：一是绿色

发展、保障民生；二是质量为本、协同增

效；三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四是权责

明晰、社会共治。

  《规划》的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全

区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稳步提升，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建设得到加强，

“美丽海湾”初步展现；土壤环境质量稳

中向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生产和生活方

式绿色、低碳水平不断上升，生态环境空

间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取得积极进展，建设山海城共融

的美丽即墨。

  《规划》确定了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

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环境风险防控、生

态保护等5大类、23项主要指标(其中，约束

性指标12项，预期性指标11项)。

　　三、重点任务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生态环

境保护9项重点任务。一是结构调整，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二是精准发力，提高环

境空气质量；三是系统施治，改善水体环

境质量；四是陆海统筹，建设“美丽海

湾”；五是分类管理，防治土壤环境污染；

六是保护优先，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七是

全程管控，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八是统筹

城乡，建设品质宜居新区；九是深化改

革，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四、重点工程

　　结合我区实际，围绕污水处理、流域

治理等方面，将重点建设北部污水处理

厂扩建及升级改造工程、流浩河治理工

程、蓝色海湾综合整治等14项工程，并明

确了主管单位。

　　五、保障措施

　　制定了落实任务分工、完善调度评

估、深化科技引领、加大资金投入和加强宣

传教育等保障措施。各镇街、功能区和相

关部门要结合任务分工，将规划目标、任务

和措施等纳入本辖区、本部门的工作规划，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细落实。

坚持绿色发展 明确9项重点任务
———《即墨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解读

　　宽阔的柏油路、整齐的房

屋、漂亮的休闲广场……环境优

美，百姓和乐，漫步在蓝村街

道，深深被这“处处有美景，处

处见温情”的散文诗一样美好的

乡村景致所打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为扎实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有

序推进，蓝村街道严格对照“人

居环境整治”任务清单，聚焦村

居环境卫生难题，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多措并举推动人居环境整

治再上新台阶，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集中力量抓整治

　　为明确任务要求，上下联动

抓整改，该街道在成立街道、社

区、网格三级领导小组的基础上，

实行区管干部包村、中层干部包

街、支部成员包组的治理模式，形

成层层抓落实的治理体系。同

时，发挥党员、村民代表及志愿者

队伍作用，通过“带做、帮做、领

做”的形式调动村民参与的积

极性。

　　“现在村子越来越好了，住

得挺舒坦。”看着日渐美丽的

村庄，晚饭后遛弯儿的六合村

村民语调轻松，掩不住满眼的

高兴。六合村东时于庄网格经

济薄弱，整治难度大，为此，

村庄结合村情，率先叫响“我先

来，我负责”的口号，实行四职

干部包片，带头参与、带头整

改，彻底改变了村庄脏、乱、差

的局面。

示范引领来带动

　　该街道通过先易后难的工作

举措，稳步推进整治行动。发挥

美丽乡村示范作用，以前期实现

美丽乡村改造的村庄为抓手，通

过重点检查、观摩示范、经验介绍

等手段，以点带面、以弱带强推动

街道整体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建

立健全考评奖励机制，支出200万

元专项奖补资金，每月对村庄进

行奖补的基础上，各网格村落实

责任，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有效

调动村庄和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过去，在村里时常能见到居

民家门口堆放的杂物，自从进行

评比后，村庄的大街小巷都变得

干净起来。”南泉新村泉东网格

支部书记万思礼告诉笔者，泉东

网格支部在实行支委成员分片、

党员联户的基础上，在村庄公开

栏设置曝光台，对连续三次检查

不合格的村民进行曝光，有效调

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长效机制保实效

　　该街道还在成果巩固、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上下功夫。为改变

当前人居环境“剃头挑子一头热”

以及搞突击、难长久的窘状，街道

在探索建立“五长护村制”即网格

长、街长、巷长、户长、水域长分解

细化责任的基础上，按照因地制

宜、一村一策的方针，通过支部研

究、社区审查、党员和村民代表大

会通过的方式，在街道辖区所有

网格村建立一套符合村情民意的

人居环境整治的长效机制，形成

了环境级级抓、时时抓、人人抓的

良好局面。

　　(张鹿鹿 徐宁)

蓝村街道

人居环境整治再上新台阶

在在行行动动创创创创创创城城城城城城

环秀街道

“诗词秀”描绘文明新风景
　　“红色平台马甲明，孤单壁垒不须惊。春泥邀草护春蕾，破

雾疏愁齐破冰……”这是区诗词学会会员杜继凯创作的诗歌《环

秀街道念好创城“惠民经”》，描绘了党建引领下，广大党员群众

同心协力，攻克各个创城难点，让辖区旧貌换新颜，让环境更宜

居的创城实践。

　　连日来，区诗词学会走近环秀辖区，用手中的笔写下创城工

作开展以来取得的惠民实效。诗词中精彩语句频现，描绘出一

幅幅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稳步提升，百姓安居乐业的美

好蓝图。

　　“我们前期到环秀街道全面考察、采风，无论是项目工地还

是村庄、居委会，随处可见大型的公益广告和文明标语，道路也

干净整洁，可以说真切感受到了创城带给环境和百姓的生动变

化，大家心里无比感慨，于是就用手中的笔写下这些作品。”据

区诗词学会会长梁孝平介绍，此次到环秀辖区采风收获颇丰，各

会员有感而发、诗兴盎然，累计创作诗词135首，其中，以创城为主

题创作48首，从创城惠民举措、创建取得成效、百姓的满意笑脸等

维度，充分展现了对创城工作中的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志愿者

的热情和创城

带来的变化的

赞叹。

(陈曦)

青岛蓝谷高新区

“党建联盟”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日前，青岛蓝谷高新区联合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

市应急管理局救援协调处、青岛联合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山东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等7个单位党组织，举行党建联盟

签约活动。

　　此次成立党建联盟，以“五联共建”为契机，按照“围绕中心、

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提高”的原则，突出联合抓

队伍建设、联手服务群众、联心优势互促的主题，全力打造基层

党建工作新格局。通过成立党建联盟，进一步明确各合作党组

织之间的共建目标和职责，表明各联盟成员共守初心，同担使命

的决心。

　　会后，8家联盟单位参会人员面向党旗郑重宣誓，重温入党

誓词，坚定了对党的忠诚信仰。大家表示，将以此次成立党建联

盟为契机，相互取长补短、放大优势，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和产业

发展再上新台阶。 　　(冯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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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的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全

区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

量稳步提升，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水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建设得到加强，

“美丽海湾”初步展现；土壤环境质量稳

中向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生产和生活方

式绿色、低碳水平不断上升，生态环境空

间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取得积极进展，建设山海城共融

的美丽即墨。

  《规划》确定了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

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环境风险防控、生

态保护等5大类、23项主要指标(其中，约束

性指标12项，预期性指标11项)。

　　三、重点任务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生态环

境保护9项重点任务。一是结构调整，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二是精准发力，提高环

境空气质量；三是系统施治，改善水体环

境质量；四是陆海统筹，建设“美丽海

湾”；五是分类管理，防治土壤环境污染；

六是保护优先，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七是

全程管控，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八是统筹

城乡，建设品质宜居新区；九是深化改

革，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四、重点工程

　　结合我区实际，围绕污水处理、流域

治理等方面，将重点建设北部污水处理

厂扩建及升级改造工程、流浩河治理工

程、蓝色海湾综合整治等14项工程，并明

确了主管单位。

　　五、保障措施

　　制定了落实任务分工、完善调度评

估、深化科技引领、加大资金投入和加强宣

传教育等保障措施。各镇街、功能区和相

关部门要结合任务分工，将规划目标、任务

和措施等纳入本辖区、本部门的工作规划，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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