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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以人民为中心”的办节理念是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最大的品质。自7月26日开幕以

来，5000余名工作人员昼夜奋战在金沙滩啤酒城每个角落。其中，每天部署3700余名安保力

量，为啤酒节提供安全的节日环境；每天组织1072名现场保洁人员，为啤酒节提供清洁的卫

生环境；每天组织450名志愿者，为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送上贴心的服务。

激情狂欢，因为有他们在守护

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期间，每天有数
万名游客涌入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
城，纵享夏日激情。记者从金沙滩啤酒城安
保指挥部了解到，自啤酒节开幕以来，每天
有3700余名执勤警力投入安全保卫工作，为
本届啤酒节安全有序地举行提供了有力保
障。

严把安检关

增设出入口通道
由于今年啤酒节全部取消门票，金沙滩

啤酒城的安保形势严峻。安检是会场安全保
障工作的第一关，入园人数飙升首先给安检
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安保指挥部严把入园安
检关，坚决将各类安全隐患阻挡在园区之
外。自7月26日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以
来，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处共发现游客携带
刀具问题420余起、无人机18架、玩具枪25

把。与此同时，园区巡视检查一刻也没有放
松，每天3个检查组不间断在园区开展安全巡
查，先后发现处置园区围挡破损问题6处、售
卖管制刀具问题1起，取缔气枪玩具摊点1
处。

为了科学调整园区出入口确保通道畅
通，安保指挥部根据各出入口人流量数据，
协调黄发集团对3处出入口回形通道进行了科
学延长，将北大门出口通道由4个增加至8
个，将东二门入口通道由2个增加至4个；在
东一门增加夜间照明设施2组；在园区内增设
应急出口指示标志8面。

待命力量900人

随时处置突发情况
针对啤酒节取消门票、人流增加的实际

情况，安保指挥部专门制订了应急待命方
案，在啤酒城部署待命力量900人，随时准备

处置突发情况。开幕式及第一个高峰期，青
岛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还请示青岛市公安局
抽调市北、李沧、黄岛分局600名警力、1辆
装甲车增援。截至目前，该分局先后投入的
安保力量达26000余人次。

为防止啤酒节期间出现拥堵踩踏等重大
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周密细致的应急处突工
作预案和反恐防暴预案早已准备。“一方
面，我们根据区域功能不同有重点地投放警
力，一旦产生人流拥堵和暴力恐怖事件，以
最快速度、最合理路线指挥群众向外疏散。
另一方面，我们在容易拥堵的售票口和出入
口加派警力进行疏导，及时疏通拥堵、为群
众提供服务。”青岛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治
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李志冰介绍。

啤酒节开幕及花车巡游时，游客数量瞬
时骤增至13万，安保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处
突预案，确保了园区治安秩序的平稳有序。
当时，大量游客聚集在巡游路线和海韵大

道，面对巨大的安保压力，指挥部增派5个预
备队，200人赶赴现场增援，果断采取隔离分
流等有效措施。

治安防控格局持续稳定

为了确保啤酒节的平稳运行，安保指挥
部部署3辆PTU警车、2辆110警车、巡逻警力
200余人和特勤大队特勤队员4人携防暴犬4
只，按照责任分工，昼夜加强啤酒城及周边
的治安巡逻，及时发现、处置各类治安问
题。先后处置园区内各类治安警情51起，协
助查找走失群众37起。

此外，安保指挥部还组织刑侦便衣反扒
力量，采取公秘结合、多点布控等措施，强
化巡逻盘查，严厉打击和防范扒窃、撬盗车
内财物、乱收停车费用和倒票等违法犯罪行
为。截至目前，先后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人15名。

3700余名警力日夜保驾护航

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开幕至今，青岛
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整洁干净的环境、
热闹欢快的氛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除了畅饮啤酒，最受游客关注的莫过于食品
安全问题。为保障游客在金沙滩啤酒城内享
受到放心安全的美食和啤酒，青岛西海岸新
区市场监管局严把生产流通、食品检测、价
目标识三大关口，筑起一道食品安全防线。

源头把控，入园食品有保障

“进入金沙滩啤酒城的所有食品、饮品
既要有厂家资质，同时还要有相应的进货
单、检验报告等，不符合条件的一律禁止入
园。”8月6日14时，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张海军在物流通道监测站将一辆
运货车拦下。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
在对即将入园的运货车辆逐一进行检查，查
看供货单位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检测报告、进货票据等资质。

据了解，为切实保障啤酒节食品安全，
该局组建了19人的物流通道组，分早晨、中
午、凌晨三个时间段对进入啤酒城内的食品
加工原材料、新产扎啤进行逐批次检查，对
三无产品、散装熟食、无合格证扎啤等不符
合食品安全法要求的食品材料一律清退，对
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立案处置，确保食品来源
合法。截至目前，已检查入园食品原材料
25075批次，退回不合格食材63批次。

除了从源头严把进货关，该局还对啤酒
大篷、啤酒木屋实行不间断巡查制度，对进
销货台账、食品保质期、生产日期等进行重
点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过夜变质食品和啤
酒一律监督销毁。目前，累计检查业户2018
户，销毁海鲜和隔夜食品332公斤，下达监督
意见书507份。

食品快检，排查安全隐患

在食品检测方面，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
监管局专门成立了啤酒节快检小组，每天对
所售食品、容器等进行快速现场检测。检测
项目包括水果蔬菜的农残检测、猪肉羊肉的
瘦肉精检测、熟肉制品的亚硝酸盐检测、鲜
海产品的孔雀石绿和甲醛检测、养殖水产品
的氯霉素检测、消毒餐具酒具的ATP检测
等。

“一般30分钟以内，最快1分钟就可以完
成检测。快检的方式及时有效，便于工作人
员迅速响应游客投诉，第一时间保障食品安

全，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快检组组长薛君
介绍，“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我们会通知
区检测中心或第三方检测抽样，送实验室进
一步检测确认，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

为了加强抽检力度和频度，最大限度保
证饮食安全，市场监管局的驻点快检小组每
天都会对啤酒节业户经营的食品进行随机抽
检，每天抽检样品约120批次。截至目前，共
检测1320批次。

价目检查，游客吃得安心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金沙滩啤酒城的游

客喝得开心吃得放心，青岛西海岸新区市场
监管局还在价目标识方面严格把关。对9个
啤酒大篷、3家电竞区、34家木屋、18家知
味美食城业户价目表进行行政指导，对于海
鲜大咖、肉串烤串等要求一律标明种类、重
量，删除“夺命豆皮”“轰炸鱿鱼”等不良
广告标语，修改“生蚝”“大虾”等容易引
起歧义的菜品名称，切实做到明码标价、规
范标价。

此外，还有特种设备检查小组，每天至
少抽查3台电梯、2台大型游乐设施、5台观光
车，对使用单位违法行为当场下达整改指令
书，现已查处违法使用特种设备行为3起并及
时进行了督促整改。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累计劝离、查处非法营运车辆317辆次，
规范清理游商浮贩4500余处，为游客提供咨
询1万余人次……在金沙滩啤酒城内外，有这
样一群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人，他们就是青岛
西海岸新区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第29届
青岛国际啤酒节期间，该局日均出动执法力
量170余人，在金沙滩啤酒城内外设置18处执
勤岗点，构筑核心区、城周区、外围区三级
联动保障体系，持续加强周边交通运输、市
容秩序、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执法检查。

“从早上9点到岗一直到深夜11点撤岗，
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为群众提供
服务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青岛西海岸新
区综合执法局党组副书记李斌表示。

严格保障标准

人性化整治管控
“我们主要负责北到滨海大道，南到金

沙滩路，西到天目山路，东到金山路范围内
的占道经营、流动摊点、举牌拉客等的整治
管控。”李斌告诉记者。

为保障好啤酒城内的市容环境，今年新
区综合执法局在啤酒城内设置5个固定执法岗
亭。此外，还划分了三个区域，由三个大队
安排执法人员进行流动巡查。完全按照“全
覆盖、零缝隙、无间断”的保障标准认真执
行。

据了解，今年，新区综合执法局在规范
流动摊点、阻止摊点占道、避免游客堵塞执
法工作中，不仅管理更加规范，执法也更加
人性化。“我当时在金沙滩路摆摊，属于占

道经营。影响到了行人走路，按照规定应受
到相关处罚。当执法工作人员了解到我身患
重病的情况后，主动帮我联系到了一处适当
的位置摆摊。”摊主刘先生告诉记者。

严查非法营运车辆

第一时间解决投诉
新区综合执法局一大队大队长秦涛介

绍，自啤酒节开幕至今，该局对出租车市场
进行了全方位检查，主要检查出租车拒载、
非法营运车辆等。目前，已查处违规客运车
辆22辆次。

“主要集中在客运检查，如客运大巴、

出租车。”秦涛告诉记者，出租车主要检查
巡游出租车、网络预约出租车存在的拒载、
不打计价器问题；网约车主要检查车辆驾驶
证件，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
约出租车驾驶员证等等。

“我们有三个检查固定岗，多个巡查流
动小组，很多时候因为工作需要，错过饭点
是很正常的事情。”秦涛介绍。

啤酒节期间，新区综合执法局也接到了
一些游客和市民关于不良出租车的投诉。
“前几天一位游客在乘坐出租车时，举报被
额外多收费。”秦涛告诉记者，根据游客提
供的线索，该局迅速安排相关工作人员查处
该出租车，并根据规定对该司机进行相应处

罚，给了游客一个满意的答复。

最忙碌最暖心的身影

市民游客齐点赞
除了严格的执法保障，新区综合执法局

的暖心服务更是受到了市民、游客的一致点
赞。

啤酒节开幕当晚，该局一大队队员安传
强、薛晓龙在巡查中接到游客求助，一名游
客儿童受伤晕倒，急需救助。

“我们在巡查至凤凰之声大剧院时，发
现大剧院前的喷泉旁有大量游客和市民聚
集，便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位妈妈怀
里抱着一名昏迷的小朋友，急需帮助。”安
传强告诉记者，他们发现这一紧急情况后，
在立即上报的同时，联系执法车辆护送这对
母子前往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
进行救治。当晚11时，由于送医救治及时，
抢救措施得当，孩子平安苏醒。孩子的爸爸
马先生说：“真的是太感谢新区综合执法局
的工作人员了，他们服务很到位。”

自啤酒节开幕至今，执法人员协助游客
救治受伤儿童、借用手机帮助走散游客寻找
家人、主动帮助身体不便的老人等服务行为
多次被游客、市民“点赞”。

从2015年到2019年，这已经是综合执法局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里执行任务
的第五个年头。现在，每天有170多名执法人
员分布在啤酒城的各个角落，为群众提供西
海岸专属的暖心服务。

三级联动保障体系实现平稳有序

8月12日，记者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
酒城了解到，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为金沙滩啤酒
城通信网络保驾护航，保障团队通力合作，实现
了金沙滩啤酒城通信零故障。

这是一支由79人临时组建的保障团队，由政
府机关、通信公司、设备企业、网优专家和业务
骨干于啤酒节开幕前召集组建。通信保障工作组
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信局筹划组织，移动、联
通、电信及铁塔等公司网优专家、技术骨干分级
分责实施，16个通信保障专属小组在金沙滩啤酒
城通过“网格式”区域管理，全方位保障园区的
通信网络。调配应急通信工程车4台、基站电力
保障车1台和无线监测车1台。

啤酒节开幕当晚，人流如潮，流量爆棚，峰
值极限，前所未有。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
商市分公司后台数据显示，移动用户流量翻番，
创历史新高。针对这一情况，通信保障组精心布
局通信设备区位，在原有8座大型通信基站基础
上，先后增设通信微基站219台，挂载棚内信号
室分568个，保证用户电话打得通、视频消息发
得出，确保了同一时间、同一区域、不同频率的
通信设备终端信号清晰、流量顺畅、视频转换不
间断。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79人保障团队

实现通信零故障

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已过半，截至8月8
日，金沙滩啤酒城医疗保障中心已救治病人119
人，经治疗生命体征均平稳。

为应对各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西海岸新区
卫生健康局提前设计了啤酒节医疗保障网络，建
立起120医疗保障专属通讯频道，联通园区应急
指挥部、医疗保障点、求助游客三方通讯，可确
保求助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医疗保障点。

区卫生健康局还建立了啤酒节院前急救网
络，第一医疗保障梯队设置于园区，第二医疗保
障梯队设置于慧康医院急救站，同时开通中心医
院救治绿色通道。

金沙滩啤酒城共安排8家医疗机构97名医护
人员参与啤酒节保障。西海岸新区卫生健康局的
邱晨介绍，除了急性胃肠炎、中暑、外伤处理等
基本药品外，医疗保障点还准备了应对高血压、
心脑血管疾病等各种急症的急救药品并派驻了救
护车。

为做好啤酒节期间的传染病防控和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等工作，区卫生监督执法局、疾控中心
对金沙滩啤酒城及周边公共场所、饮用水、集中
消毒餐饮具进行了拉网式检查，监督指导落实各
项卫生安全措施。

医疗保障中心：

药品齐全急救到位

救治病人119人

今年啤酒节上，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
城业户服务组承担了9个啤酒大篷、8个展会大
篷、32个酒吧街木屋、54个零散点位业户的经营
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他们对物价及餐饮品质进
行监察管理，确保各项惠民经营措施落地，每日
走访协调解决各类问题，为业户的正常经营保驾
护航，当好贴心“店小二”。

“今年免票入园等利民措施推出后，游客数
量远超预期，各业户自晚7点至晚11点几乎全部
满员，产生垃圾数量巨大。了解到此情况后，我
们对接环卫保洁组，制定了应对措施，增加了垃
圾清运频次和垃圾桶数量，解决了这一难题。”
啤酒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张军介绍。

针对市民和游客最关心的物价问题，业户服
务组会同有关部门从物价公示、食品卫生安全、
食品酒水品质等方面对业户进行监督、监查，并
对发现的问题对接业户负责人限期整改。

本届啤酒节采取正向激励措施，鼓励业户推
出惠民菜、惠民酒。黄发集团对自愿参与且符合
惠民经营要求的啤酒大篷给予20万元奖励。目前
有6个啤酒大篷参与了惠民经营活动，其余啤酒
大篷也不同程度地推出了惠民措施。

业户服务组：

当好服务业户

的“店小二”

□俞方平 报道
青岛西海岸新区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食品检查。

□王珠龙 报道
医疗保障组配备的

急救车。

为保证金沙滩啤酒城辖区海岸线游客人身安
全，今年啤酒节还专门组建成立了海上应急救援
工作站。他们担负着辖区海岸线海上突发事件预
警预防、遇险人命救助、意外创伤紧急院前救助
处理等任务。

海上应急救援站设救援总长1名，救生队员2
名，救护队员11名，配备救援冲锋舟、心脏除颤
仪、专业救生衣、应急救援单兵作战背包、救生
圈等装备。邀请青岛市应急120专家教授、美国
心脏救护协会高级讲师、国家水域救援青岛大队
队长、国家救生协会救生员培训高级教练成立应
急救援专家顾问团。工作站的组建不仅为游客的
生命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工作站的创伤院
前救护可第一时间减轻伤者的疼痛，为进一步治
疗做好准备。

本版撰稿 □张忠德 宋弢 兰美娜

海上应急救援站：

守护金沙滩

啤酒城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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