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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对接国际城市标准

青岛：将文明内化为城市底蕴
赵

伟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德建设工作先进工作者。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来自青岛市文明办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青岛市
神，将文明内化为城市底蕴，正成为青岛这座城市的自
有 2 人获评全国道德模范，4 人荣获提名奖，74 人荣登
觉和不懈努力的方向。
“中国好人榜”，30 人获评山东省道德模范，27 人荣获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青岛坚持不懈地推进文明
提名奖，256 人荣登山东好人榜，2 个家庭荣获全国文
城市创建。2005 年，青岛以全国副省级城市测评排名第
明家庭。青岛交运集团“爱心驿站”、太平角社区、小
二位的优异成绩成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2011 年、 鲍岛社区、“支教岛”项目和李延照、宋桂华等被中宣
2015 年、2017 年蝉联三次获此殊荣。
部等部门评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等先进典型。
于青岛而言，创建文明城市，犹如一场于破立之间 “支教岛”李淑芳、青岛公交集团陈乐乐被中国志愿服
谋求城市质变的宏大叙事，开启了一场城市自我革新之
务联合会选为“中国志愿者”。
旅，砥砺出了城市的品格与形象。更难能可贵的是，青
多年努力，涵养出了青岛的整体城市文明厚度——
岛的文明城市创建与其推进国际城市战略相链接，深度
将其获评的荣誉简单罗列出来，便足以证明：
融入城市发展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打造常态化文
近年来，青岛市先后获得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
明之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品牌之都、中国人居环境奖、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国
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市、国家节水城市、中国智慧城市
“全国文明城市”这块“奖章”，要求颇高，得来不
创新奖、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易。
理优秀地市等荣誉称号。
可以说，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国所有城市品牌中含金
量最高的一个，是目前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中的最高荣
誉。
按照新版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15-2017
11 月的青岛，寒风已起，人们心里却荡漾着一股股
暖流。
年） 的定义，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是反映城市社会文明水
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
11 月 26 日上午，一对父母抱着高热惊厥的孩子站
在青岛城阳区人民医院的门诊楼前，被前来参会的青大
想要摘得“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参选城市需要
附院医生姜彦发现，他看到孩子满嘴鲜血，随即上前询
接受 3 大版块、12 个测评项目、90 项测评内容、188 条
问病情。在他的帮助下，从发现孩子到送入医院抢救，
测评标准的严格检验。而且，每一项测评指标都是国家
不超过 8 分钟。
各部委办颁布的最新、最高标准。
对一座城市而言，文明城市不仅是个荣誉称号，也
在 《青岛文明网》“讲文明 树新风”专栏，类似的
好人好事报道，以每天两篇的频率即时更新。
是这座城市的重要品牌和综合发展水平的最好注解。
成风化人。
按照规定，全国文明城市每 3 年命名表彰一次。
市 民 个 体 不 经 意 间 的 “ 善 意 ”、 组 织 机 构 推 动 的
11 月 17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开。大会对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全国道德模范等进行 “善举”，大爱背后，点染浸透的，是一座城市文明的力
量。
表彰。青岛市经复查确认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
誉称号。
而实际上，这座城市的文明力量，具象为凡人善
一个细节可以说明，青岛蝉联“全国文明城市”， 举，也具象为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生态保护、政府服
实至名归。
务……
借力数字化智能系统，青岛把海量信息提炼成为具
表彰会上，青岛辖区的胶州市以位列县级市榜首的
好成绩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
体事项，把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城市每一个细节，提高文
明程度：
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宁允展获全国道德模范；青岛
市黄岛区育新幼儿园园长逄秋香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围绕建设“智慧青岛”目标，青岛于 2015 年底建
设完成数字化城管二期项目。自该系统运行以来，青岛
奖。
此外，青岛还斩获 5 个全国文明村镇、8 家全国文
市共发现城市管理问题 550 多万件，结案 530 多万件，
处置结案率达 97%。
明单位、两个全国文明校园、1 名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荣誉之章

文明之城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医院的医务人员在街头义务为老年人做健康查体和接受咨询。
张进刚

顾如意摄 （人民视觉）

群众的安全感、社会的安全度，是一个城市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
青岛以大数据为基础，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推进视频监控全覆盖工程，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规范 110 接处警工作，推广治安案件“警调联动”
模式，持续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重点开展“礼让斑
马线”、“开车变道不打转向灯”等专项整治活动，优化
城市交通秩序。
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懂得珍视环境的重要
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领导干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暂行规定》，标志着一项全新
的、经常性的审计制度正式建立。
青岛胶州市是此项审计工作的最早探索者之一，其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创建自然资源资产指标评价
体系和定责标准等工作在全国均属首创，“胶州经验”
被审计署在全国推广。
地方政府服务如何与文明创建相链接，青岛找到了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青岛市将大数据应用和文明城市创建结合起来，融
入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各领域各环节，通过数据分析
形成问题导向，在不断解决问题过程中谋求群众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
早在 1999 年，作为市委、市政府门户网站的青岛政
务网就开通“市长信箱”，成为全国最早利用互联网进行
政民沟通的城市；本月初，2017 年青岛市政府部门“向市
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的“三民”问政活动全
面启动。青岛问政于民，彰显了执政方式改革的三部曲：
从执政理念的转变，到执政方式的改革，直至执政效果的
提升，体现出了深化执政方式改革的实践力量。

中日韩海鲜烹饪国际大赛在青岛举行

近日，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交警大队向过路司机、行人
近日，
近日
，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交警大队向过路司机
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交警大队向过路司机、
、行人
宣传礼让斑马线。
宣传礼让斑马线。
本报记者 潘俊强
潘俊强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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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宋晓华） 100 多年前，青
岛以一个小渔村开埠，海鲜就已成为
这座城市的特色美食。历经百年，一
如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城市性格，
青岛的海鲜美食也日渐国际化。日
前，2017 中日韩海鲜烹饪国际大赛决
赛在青岛举行，来自中日韩的 9 名选手
现场竞技，为观众们奉上一场色香味
俱全的美食盛宴。
三国 9 位大厨都以海鲜为原材料，
亮出各自绝活，在 40 分钟内，从色香
味形意多个角度，现场烹制出了一款
款极具中、日、韩三国饮食文化特色
的海鲜菜肴，诠释出顶级海鲜烹饪的
奥妙。
经激烈比赛，中日韩海鲜烹饪最
佳菜品终于出炉：中方的最佳菜品为
大厨丁德龙精心烹制的“花开富贵”，
日方的最佳菜品为大厨宝珠千可的
“日本传统海鲜料理”，韩方的最佳菜
品为大厨姜昌健的“鱼蒸汤”。这三道
海鲜菜品凭借独具的风味赢得了现场
评委的青睐，引来不少现场观众拍照
留念。
“我们韩国组三人制作的菜品用的
是同一条鱼，分取不同的部分，各自
加工成一道菜品，我这道‘鱼蒸汤’
是由鱼骨和鱼皮加工而成。”韩国选手
姜昌健认为，美食的烹饪是一种艺
术，厨师就是在享受这种艺术的过程
中，将美味料理呈献给食客。
中国大厨丁德龙烹饪的“花开富
贵”是用墨鱼搭配另外几种海鲜烹饪
而成，摆盘极其精美。“希望通过这次
活动，能够让中日韩三国的厨师和消
费者了解彼此的饮食文化。”
据大赛主办方青岛市商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青岛国际化水平越来越
高，餐饮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目前青
岛约有 1500 家韩国料理饭店、300 多家日本料理饭店，伴
随三国餐饮文化的不断交流，如今各国美食出现了交融
的趋势，希望通过这次比赛，促进中日韩三国的文化交
流。
据悉，中日韩海鲜烹饪国际大赛作为青岛城市购物节
的重要活动版块，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五届，发展成为一项
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烹饪赛事活动。每届比赛各具特
色，在国内、国际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促进
中、日、韩三国餐饮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韩海鲜烹饪国际大赛决赛现场。

链接：
青岛十大代表菜：葱烧海参、大虾烧白菜、香酥
鸡、家常烧 （炖） 鱼、葱拌八带、酸辣鱼丸、炸虾仁、
辣炒蛤蜊、海米炝芹菜、原壳鲍鱼。
青岛十大特色小吃：海菜凉粉、海鲜水饺、酱猪
蹄、排骨米饭、海鲜卤面、鸡汤馄饨、卤汤豆腐脑、三
鲜锅贴、三鲜大肉包、烤海鲜 （鱿鱼）。

创新之举
“全国文明城市”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意味着青岛
将城市文明标注到了全新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
一次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新，让文明精神在这片土地上
凝聚升华，成为融进城市肌理、润泽百姓心田的宝贵经
验与无上荣光。
然而，罗马非一日建成。城市文明品质的养成，也
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自 2015 年起，青岛全面启动第五轮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作为一座“老牌”的全国文明城市，青岛市
在创建之初便确立了“不为创建而创建”的工作思路，
提出文明城市创建重在常态、贵在坚持。
青岛历来强调，文明城市创建要打好“持久战”，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使文明真正成为城市“基因”。
近来，青岛各类公共场所、媒体频繁出现文明细节
提示。不同于禁止、罚款等硬性措施约束市民行为的常
规思维模式，这些提示语从市民日常生活中常见、易
犯、小而具体的不文明行为切入，用“您懂得 别忘
了”温馨小提示的方式开展文明礼仪宣传倡导活动。
无规矩不成方圆。青岛探索让文明从规矩上升到法
律空间，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青岛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以法律的方式规范市民文明行为。青岛由此成
为国内第四个、山东省首个就文明行为立法的城市。
创建文明城市，青岛还创新性地将其与国际城市战
略的推进有机融合。
这几年，青岛市先后印发 《青岛市落实开放发展理
念推进国际城市战略实施纲要》《青岛市推进“国际
化+”行动计划 （2016—2017 年）》 等文件，明确行动
目标、责任分工和具体措施，把文明城市创建要求融入
国际城市战略规划，培植丰厚人文底蕴。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是一座城市的幸福底
色，也是推动一个城市前行的力量。
日前，青岛市出台 《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建设美丽青
岛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该方案，到 2020 年，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水
平明显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市容市貌不
断提升，城市形象更加靓丽，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执法行为更加规范，城市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市民
文明素质大幅提升，使青岛成为“让本地人自豪、让外
地人向往”的更加美丽的海滨城市。

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创世界纪录
本报电 12 月 4 日，在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当日 1785 个自然箱装卸作业中，单机平均作业效
率达到每小时 39.6 自然箱，创出全球自动化码头单机
平均作业效率最高纪录，且全面超越人工码头作业效
率。
据悉，该系统以青岛港自主知识产权实现全智能
决策、全系统管理，颠覆了传统集装箱码头作业模
式，开创了全自动化集装箱作业的新纪元。该系统自
今年 5 月 11 日投入商业运营，以低成本、短周期、高
起点、全智能、高效率、更安全、零排放为主要特征。

青啤荣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
本报电 日前，由 《经济观察报》 创办的“2017 中
国最受尊敬企业”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青岛啤酒与
海尔金控、阿里巴巴、京东、宝马等企业一道荣获
“2017 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这也是青岛啤酒第十四次
获此殊荣。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黄克兴荣获
“2017 年度致敬企业家”称号。
据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始于 2001 年，本次
评选以“使命引领未来”为主题，嘉奖那些不仅在经
济指标上突出，更在社会整体发展中作出贡献的有
“利”又有“义”的企业。

2000 多头澳洲肉牛进境创口岸之最
本报电 12 月 2 日上午，2000 多头从澳大利亚波特
兰港坐船到青岛的安格斯肉牛顺利登陆。此次进境的
澳牛单批次数量、整体品质创全国口岸之最。入境
后，肉牛将被送到青岛雪龙牧业有限公司设置的隔离
检疫场，接受为期 14 天的隔离检疫并屠宰完毕。随
后，它们将被销往全国各地。
据悉，这些肉牛从从靠泊在青岛前湾港码头的
“长顺”轮下船。同时，这也标志着青岛进境澳大利亚
屠宰用肉牛指定口岸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