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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0月8日，记者从日照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截至9月底，日照市“幸福公路”
项目已开工57项，占年初计划的83 . 8%，自开工
以来累计完成投资63 . 83亿元，全年完成投资38
亿元，同比增加1亿元。

其中，龙门崮旅游路北延工程、巨峰镇薄家
口村至黄墩镇大辛庄村道路改造工程、龙山镇至
寨里河镇路面大修工程、乡道董常线大修工程等
11个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完工。国省干线公路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40 . 6亿元，今年完成投资17亿元。

市区重点工程项目加速推进，厦门路和北京
路、临沂路连通工程完成投资4 . 23亿元；港口集
疏运公路项目岚山港南疏港路204国道至圣公山
段已完成投资2 . 2亿元。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0月9日，记者从日照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日照市对于出租车不打表计费、拒
载、司机危险驾驶等不文明行为防范采取了新手
段。为提升日照出租车运营秩序管理力度，规范
乘客和驾驶员行为，助推文明城市建设，日照市
运管处积极协调组织技术攻关，由东港农村商业
银行对日照出租车智慧平台进行了更新换代。安
装智能音视频监控系统，并将于10月下旬安装完
成投入使用。届时，日照将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出
租车音视频动态实时监管的城市。

据介绍，出租车音视频监控系统的突出优点
是让出租车运营智能化，不仅安装了视频遥控，还
具备录音储存功能，能够彻底解决出租车载客过
程出现的运营纠纷、失物查找、治安防范等需求。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陈 晨 报道

本报日照讯 累计运行“共青团小草学
堂”285处、辐射1110个村居（社区），截至
2018年，已覆盖52个乡镇（街道），累计服务
少年儿童15000余人次，参与服务志愿者2200余
人次……这是日前记者从日照团市委获知的一
组数据。

针对留守儿童面临缺乏有效监护导致安全
失管、重养轻教导致学习失教、缺乏社会引导
导致行为失控、缺少关爱导致心理失衡等诸多
问题，2011年以来，日照市共青团创新实施了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共青团小草学堂”项
目，以“团组织+志愿者+农村留守儿童”的关
爱模式，以农村社区为主要阵地，免费开展安
全守护、亲情陪伴、兴趣拓展、文明礼仪等志
愿服务活动，探索出一条团组织承接政府青少
年事务、服务青少年民生的新路径，找到了一
个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点和切入点。

日照“共青团小草学堂”重点依托基础条
件较好、辐射范围较大的中心村居或农村社区
建立，在选址上充分考虑留守儿童是否相对集
中、场所是否安全、村“两委”班子是否坚强
有力等因素。在场所设施上，充分利用社区综
合服务中心、村居会议室、农家书屋等现有党
政阵地和办公设备，降低运行成本。在此基础
上，统一配备电脑、投影仪、打印机、图书、

黑板、文体器材等物品，具备学习生活条件。
项目启动之初，主要是发动青联、青年企

业家协会、青年文明号等资源进行捐助，部分
学堂所在地的镇村也给予了一定支持。自2014
年起，每年争取市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升级改造
阵地建设，使“共青团小草学堂”建设运行有
了基本保障。为推动“共青团小草学堂”更好
更快成长，日照团市委积极运用市场化手段，
今年4月“共青团小草学堂”受到两家爱心企
业的关注，为项目捐赠建设运行资金30万元。

在推广建设“共青团小草学堂”过程中，
日照团市委确定了“六统一”原则和“十个
一”工作流程。“六统一”即坚持统一名称、
统一标识、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保障、
统一运行。今年新增《“共青团小草学堂”志
愿者守则》，细化考核办法，完善考评机制，
严格志愿者管理。按照召开一次家长会、签订
一份安全责任书、制定一份签到表、准备一张
请假条、制作一张接送卡、提供一份保险单、
制作一张课程表、制作一个纪录片、举办一场
汇报演出、准备一份应急预案等“十个一”流
程规划实施每一步工作。

安全问题是“共青团小草学堂”运行中的
首要问题。为确保所有孩子和志愿者的安全，
日照团市委要求每个学堂必须做到安全责任
“七个一”，即召开一次家长会、签订一份安
全责任书、制定一份签到表、准备一张请假

条、制作一张接送卡、提供一份保险单、准备
一份应急预案。今年，团市委制定三级安全责
任制，市县两级团委、区县和乡镇（街道）团
委、村居社区和学生家长之间分别签订安全责
任书，明确安全责任和督导检查责任。同时，
结合“三联四促”团干部下基层工作，每个
“共青团小草学堂”支教点至少有一名团干部
包联，包联团干部负责做好日常督导检查工
作。所在镇村配合团组织，于开课前做好安全
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并在暑期开课期间，为
每个学堂配备安全管理员。

优秀的志愿者队伍，是“共青团小草学
堂”持续有力运行的重要保障。日照市县两级
团委通过校地合作方式，与曲阜师范大学、山
东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固定联系。今年，还吸
引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
学、山东建筑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泰山学
院、山东工商学院、西南大学等多个省内外高
校志愿服务团队参与其中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成立了专门的“共青团小草学堂”支教团，组
建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特别能奉
献的优秀志愿者队伍。同时，优选吸纳公检法
司、卫生、消防、交警、银行等行业志愿者和
青少年事务社工、各类社会志愿者组织，壮大
队伍力量，提升服务效能。

“共青团小草学堂”从开设之初就提出要
区别于学校的课堂教学和社会上的各种辅导

班，找准定位，把提供安全守护、亲情陪伴、
习惯养成等服务作为主要职责。在此基础上，
结合孩子成长特点和兴趣，统一设计制作了
“七彩课程”，包含文明礼仪、行为规范、安
全自护、传统文化、文体手工、社会常识、素
质拓展等方面，作为各处学堂开展活动的参照
标准。

今年，日照团市委着眼活动内容精品化和
服务成效纵深化，联合市委党史研究室启动
“传承红色基因 党史教育走进‘共青团小草
学堂’”活动，活动中向全市“共青团小草学
堂”赠送了700余册党史书籍及党史专题片。
联合市图书馆为学堂统一建设了“书香驿
站”，配备2800余册多类别优质图书。各区县
也拓宽发展思路，广泛开展了乡风民俗、传统
文化、“彩虹伞”青少年自护教育等活动。其
间，曲阜师范大学充分发挥科研优势，依托
“共青团小草学堂”开展留守儿童课题研究，
并形成了《日照市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情况报
告》和《日照市留守儿童手机媒体使用影响情
况调查报告》。

在2014年首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中，“共青团小草学堂”项目荣获金奖。2016
年，被评为全国“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2017年，获全国青年志愿服务示范项目创
建提名。

□ 本报记者 纪 伟 杜辉升

10月11日，记者从日照机场获悉，根据民
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发布的《2018年8月份华东地
区机场运输生产情况》，8月份日照机场单月
飞行量达到7680架次，同比增长108 . 4%。在华
东地区44个机场中排名第11位，增速为华东地
区第一，在我省9个机场中排第3位。

在传统印象中，某地机场的飞行量是当地
人口基数与经济总量的体现。作为新兴海滨城
市的日照，是如何实现“超车”的呢？

记者从公布的数据中注意到，在8月份日
照机场7680架次的飞行量中，运输航班仅占720
架次，同比增速为19 . 6%，而通用航空起降达
到了6960架次，同比增长125 . 8%，占总飞行量
的比例高达90%。

所谓通用航空，是指航空客货运输以外的
民用航空活动，包括从事农林渔等行业的作业
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
方面的飞行活动，而日照机场的通用航空飞
行，主要是飞行训练。

目前，日照拥有15个通航飞行空域，面积
达12500平方公里，是该市陆域面积的2倍多，
成为了我省唯一一个获批通用航空空域的城
市。近年来，日照机场通过与九天飞院、南山
飞行、锐翔通航、锐翔飞院等4家通航企业开
展合作，引进34架飞机驻场飞行，每月可飞天
数达28天以上，成为了山东省主要航校培训基
地。

“对于日照市这种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具优
势的小城来说，仅仅依靠航线开发与客货运输
来突破机场发展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在运营
之初就决定另辟蹊径，确立了支线运输、通用
航空、航空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定位，打
造‘1+N’通航发展新模式，在前景广阔的通
航产业上实现弯道超越。”日照机场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嘉洲介绍，“大城市航线密
集，可供通用航空小飞机飞行的空域相对较
少，能够获批省内唯一的通用航空空域，也算
是日照这个小城的‘城市优势’。”

9月26日，记者采访到了刚刚飞抵日照、
准备参加儒商大会2018日照发展恳谈会的北京
华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郭鸿生。采访中，
郭鸿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日照交通不便的短
板：“偏居鲁地东南，来一趟太不容易了。”
但在过去几年间，这位走遍大江南北的资深投
资人，却在日照市接连投资了飞奥航空发动机
与山太飞机工程两个项目，为当地航空产业注
入了强大发展活力。

“我在日照投资的决定因素，是日照市
委、市政府发展航空产业的决心。小城市沿着
传统产业、规模经济的路子发展不具优势，但
日照选择了新兴的航空产业、尤其是通用航空
产业，这种瞄准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给了我投
资的信心。”

除航空产业这个新兴产业外，作为日照市
传统产业的旅游业，近年来也不断转变发展思
路，寻找突破同质化的新增长点。

2017年，日照市接待游客近4500万人次，
增长10 . 2%，其中通过体育赛事吸引游客人数
达到了1200余万人次，拉动旅游收入近70亿
元，增长40%。“春打太极拳、夏开水运会、
秋跑马拉松、冬跳大体操”，通过举办重大体
育赛事助推旅游业发展，日照市利用自身优越
的自然环境，找到了旅游城市“换道超车”的
新路子。近年来,日照先后承办70余项重大体育
赛事，“一日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
人旅游；单人竞赛，多人消费”的体育旅游新
模式逐渐形成。

瞄准通用航空助力航空产业快速发展，引
入体育赛事为旅游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小城日
照不断放大自身优势，发展独具特色的优势产
业，增长势头迅猛。今年上半年，日照市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1092 . 25亿元，同比增长7 . 9%，增
速居全省第二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增加值284 . 08亿元，增长9 . 4%，增速全省第
一；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6 . 8%，增

速比全省高17 . 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在
日照加快建设美丽富饶、生态宜居、充满活力
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进程中，善用“换道超
车”，成为了小城发展的强劲动力。

□ 本 报 记 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卢立平

一方面是红红火火的水产养殖局面，一方
面是不堪重负的沿海生态环境。很长一段时
间，这一疙瘩绊住了日照市东港区沿海渔业发
展的脚步。

涛雒镇，东港区两大沿海养殖区之一，素
有江北“鱼米之乡”之称，拥有上万亩沿海养
殖面积。靠引水晒盐、挖塘养鱼，一代又一代
的涛雒人书写着一个渔业大镇的繁华，却一度
因“渔”而困。“地下水资源过度消耗、近海
环境污染、尾水不达标排放，成为三大难
题。”曾经在涛雒镇工作了十多年的东港水务
集团副总经理王峰对此感触颇深，一条川子
河，贯穿红旗盐场、厫头盐场两大养殖区直通
大海，海水富营养化、赤潮、绿潮等现象发生
频繁。

10月8日，记者来到涛雒镇红旗盐场旧址。
这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池塘遍布、污水横流，曾

经的养殖基地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蝶变。
“以后这里养鱼再也不会有难闻的腥臭

味。”在一座由养殖看护棚改造而成的狭小指
挥部内，王峰绘声绘色地为记者介绍起新建的
红旗现代渔业园区。以“绿色发展”为底色，
规划图上，标准化的养殖基地、景观化的环境
布局，将昔日脏乱不堪的这片浅水滩涂勾画成
一片美丽的大渔湾。将来，众多的沿海养殖业
户将在这里扎根。

养殖区尾水输入垂钓池、暂养池加以沉
降、净化后循环利用；用地源纳热、引海水输
热……正在建设的红旗现代渔业园区拆掉了陈
旧、落后的养殖设施，引入了工厂化循环水技
术、高效热泵技术、智能化产品质量控制技
术，生产经营全程实现水源循环利用、能源清
洁环保。

山东新能源有限公司落户之后，在园区及
周边为地源热泵系统寻找地热。王峰说，采用
地源热泵水产养殖技术，比传统的供热技术节
能40%—60%，还能避免燃煤燃气供热产生的

空气污染。
为了呵护这一湾水土，从去年开始，东港

区就着手对沿海路向海一侧养殖大棚和池塘等
养殖设施进行全面清理，对新沿海路以西养殖
设施改造提升，沿海渔业养殖全部实行标准化
生产。目前已经清理区域内的养殖大棚和池塘
等养殖设施近4000亩。

接下来，红旗现代渔业园区将建设休闲渔
业滨河旅游区，容纳海鲜美食街、制盐体验文
化科普区、休闲广场、垂钓游乐等多处体验景
观。悠久的滨海渔文化、盐文化会被保留下来
加以挖掘，成为现代渔业链条延伸的新亮点。

如今，在整个涛雒片区，正在建设的红旗现
代渔业园区与刘家湾赶海园、日照天台山、涛雒
风情小镇、星光海岸带等项目串珠成链，已经初
步形成以魅力海岸为主题的旅游业态集群。

据悉，借乡村振兴和碧海行动，东港区将
把整个绿色海湾建设成有文化、有情怀的诗意
滨海田园，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生活富裕。

放大城市优势 培育特色产业

日照：小城发展善用“换道超车”

“共青团小草学堂”精准服务留守儿童
已覆盖52个乡镇（街道），累计服务少年儿童15000余人次

地下水资源过度消耗等“三大难”将东港区沿海渔业逼进“死胡同”———

一“绿”解三难

日照“幸福公路”建设

多点开花

智能音视频系统

实时动态监管出租车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刘新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岚山区检察院通

过行政公益诉讼，成功对岚山区烈士陵园进行修
缮保护和附属设施完善。该案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生效后，山东省首例英
烈保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

据悉，今年5月份，岚山区检察院积极开展
英烈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经摸排走访和现场
勘查发现，岚山区烈士陵园、烈士陵园纪念馆等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存在未依法设立确定保护单
位，未建立健全服务和管理工作规范等问题。英
雄烈士纪念设施的部分附属设施已经破损，影响
了对英雄烈士悼念和缅怀的庄重性和严肃性。

6月15日，岚山区检察院通过英雄烈士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该区民政局依法提出
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岚
山区烈士陵园周边环境及设施定期进行常态化修
缮维护，依法做好英烈纪念设施的保护工作。

民政部门收到检察机关诉前检察建议后迅速
向分管副区长作了汇报，岚山区政府高度重视，
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出详细整改办法，并加班加点
督促落实。近日，岚山区检察院通过现场跟踪监
督后发现，该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不力
等问题已得到有效整治。

全省首例英烈保护

行政公益诉讼

诉前程序案成功办理

10月13日至17日，国民休闲水上运动会“中华国医坛杯”2018年全国游泳锦标赛在日照市
海之韵游泳中心开赛。共有23个省、市、自治区，共计6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优越的气候条件、一流的游泳设施、一流的赛事服务，让锦标赛第三次走进日照。近年来，日
照市高度重视体育事业，相继承办了中国水运会、中国体操节、国际太极拳大赛、国际啦啦操
精英赛、帆船世界锦标赛等100余项重大体育赛事，今年又成功申办了山东省第25届运动会，
体育成为日照重要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印记。

2018年全国游泳

锦标赛在日照开赛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闫圣华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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