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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我市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

暨业务培训会

近日，青岛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暨业务培

训会在崂山区委党校召开，围绕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开展“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推进移风易俗等重点工作开展交流培训，部署下一步工作

任务。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姜剑超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文明办副主任陈学明主持会议并现场授课。各区（市）党

委宣传部部长、文明办主任等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集中观看了各区（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工作展，崂山区、城阳区、西海岸新区、胶州市进行交

流发言，围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的发展历程、试点经

验和新阶段的使命任务等内容开展现场培训，实地观摩了崂山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沙子口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沙子口街

道大河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金家岭街道石岭路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牢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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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强化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红色阵地属性，为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凝心聚力。要充分发挥志愿者主体力量，精准常态为群众

办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引导发挥群

众的积极性，深化“群众工作群众做”，以广泛的群众参与激发

文明实践的内生动力。要坚持以“事争一流、唯旗是夺”的进取

意识创新突破，积极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党群服务+文明实践+

社会工作”综合体，持续深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青岛模式”，

为全国、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提供青岛经验、贡献

青岛智慧。

（文明实践工作处）

〔经验交流〕

我市文化文艺工作亮点纷呈

近日，青岛宣传网对 2022 年度青岛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奖

励项目进行公示，经公开申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专家评审，

并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审定，拟对京剧《新海港》、长篇报告文

学《人与海》等 41 个创作类，青岛市第七届合唱节、2022 青岛

市民文化节等 51 个活动类，图书《巴彦碦拉山的孩子》、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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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方》等 23 个奖励类项目给予扶持奖励，扶持奖励额度近

2000 万元，极大鼓舞和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全

市文化文艺事业呈现出积极健康、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抓好选题规划引导“出彩”。深入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

程，每年深度策划一批重大主题文艺创作重点选题，有计划、有

针对性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其中，现代京剧《新海港》、电影《731》、

电视剧《不要问我在哪里》、图书《渤海魂》等 8 部文艺作品入

选省委宣传部 34 个文艺精品创作质量提升工程重点项目。

实施文艺精品扶持奖励政策“出果”。运用政策扶持、资金

投入、评奖激励等多种方式，不断推出富有精神能量、文化内涵、

艺术价值的优秀文艺作品。长篇报告文学《靠山》被中宣部列为

建党 100 周年重点跟踪项目，获评 2021 年“中国好书”；电视

剧《光阴里的故事》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斩获全网热榜 20+、

微博热搜 NO.1、电视剧实时热榜 NO.1；广播剧《大港》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经济之声频率播出，业内专家给予了高

度评价。电影《铁道英雄》、图书《巴彦喀拉山的孩子》、广播

剧《第四极》等 18 部作品入选山东省 2021 年度优秀文艺作品奖

励项目，全省 16 市共 39 部作品入选，我市入选项目数量及奖励

金额在全省遥遥领先。

群众文化活动“出色”。围绕喜迎党的二十大，引导广大文

艺工作者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开展群众文化活动 3500 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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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以“互联网+”

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在学习强国平台开设专题进行集中展示。今

年以来，在青岛平台推出文化进万家活动图片、文字及视频等

267 篇（条），被省平台采用 38 篇（条），全国平台采用 66 篇

（条）。

（文艺处）

市北区建立三级督导赋能机制

全力推进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市北区建立健全三级督导赋能工作机制，突出党建引领，强

化协同推进，狠抓工作落实，推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见

行见效。

坚持顶格推动，区级领导带头包干督导。“四大班子”主要

领导划片督导 22 个街道，每周不定时、不定路线进行“四不两

直”实地督查，重点帮助街道找准工作定位、完善创建思路，协

调解决创城工作重点任务和难点问题。其他区领导每周深入包联

街道，检查指导创城工作，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整

改落实。截至目前，区领导共实地督导创城工作 80 余次，协调

解决各类问题 60 余件。

强化部门联动，“一线工作组”全面下沉助力。注重以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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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赋能创城工作，将 61 个区直部门和单位组成 22 个“一线工

作组”，对口包联街道，各单位每周至少 1 次组织党员干部下沉

包联街道、社区，广泛开展志愿服务主题实践活动，协助街道、

社区开展老旧楼院整治、清理卫生死角等工作。会同街道社区加

大巡查整治力度，协助清理占路经营，规范车辆停车秩序，积极

劝导各类不文明行为，提高群众对创城工作的知晓率，带动辖区

居民群众自觉支持和参与创城工作。

注重以督促动，督查督导组狠抓责任落实。抽调“两办”督

查室、区文明办和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成立区创城工作指挥

部办公室督查督导组，将全区街道分为 4 个督查片区，紧盯痛点

难点问题，对所有实地考察场所进行滚动督查督导。对于整改不

力落实缓慢的责任部门，提交“两办”督查室和“作风能力提升

年”活动专班进行专题督办。截至目前，共编发督查通报 60 余

期，整改各类问题 840 余个，推动环境卫生提升、市容秩序整治、

老旧小区改造等七大攻坚行动全面起势见效。

（市北区委宣传部）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施全域文旅战略深化文旅融合

青岛西海岸新区坚持供需双侧精准发力，大力实施全域文旅

战略，深入推进“文旅+”跨界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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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旅资源整合。根据最新市场趋势，结合新区“山、海、

城、岛、湾”资源特色，整合推出“度假海岸、海岛生活、时尚

街区、醉美干杯、影视打卡、文博研学、山岳生态、乡约小镇、

康养沐心、艺术文创”十条精品旅游线路产品菜单，根据市场细

分需求，推出“童趣亲子之旅”“银发康养之旅”“乡遇美好之

旅”三大度假宝典。围绕“四张国际名片”策划推出“光影万千·影

视之都”“爱乐之城·音乐之岛”“醉美世界·啤酒之城”“以

城‘会’友·会展之滨”特色旅游线路攻略。

推动“两湾”景区联合。以打造滨海旅游度假首选地为目标，

依托 282 公里绝美岸线，先后推出滨海大道、蓝色海湾慢道等一

批特色旅游风景道，串起了唐岛湾湿地公园、琴岛之眼摩天轮、

珊瑚贝桥、电影博物馆、融创茂、星光岛酒店群、城市阳台、海

军公园等旅游地标。推动“亚洲第一滩”金沙滩、“北方第一高

岛”灵山岛、“岸海名山”大珠山、“千古名胜”琅琊台等景区

全面提质升级，丰富完善凤凰岛国际旅游度假区、灵山湾省级旅

游度假区基础设施配套，打造唐岛湾、灵山湾大景区“引流池”，

争创国家级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加强农业与文旅融合。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立足“山青、

水绿、林郁、田沃、湖美”的自然禀赋，畅通文旅和农业融合通

道，整合文旅产业链条业态，开拓特色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新

路径，实现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一同规划、一个机制、一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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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藏马文旅品牌，藏马古街、阿朵花屿、中华朝花节等一

批“网红打卡地”成为红遍网络的度假新选择。规划建设齐长城

国家文化公园，加大乡村旅游环线建设，推出油画艺术之旅、酒

庄魅力之旅、红色教育之旅等多条乡村主题线路。累计创建省市

级乡村旅游品牌 65 个。

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依托 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等数字示范

园区载体，加快拓展数字艺术产业化研究应用，强化 MR、VR、

AR 等新技术支撑，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新场景，激“活”历史

文化遗产，成功培育泊里麦草画、螺钿工艺、胶南年画等近 10

种有西海岸标识度的数字非遗文创产品。推动“文旅智惠通”平

台升级，在惠及新区 220 万市民的基础上，打造惠及全体青岛市

民的集交通、商贸、旅游等于一体的“畅游西海岸一卡通”平台，

扩大城市虹吸效应，释放消费新活力。

（黄岛区委宣传部）

胶州市坚持“三个四”学习法

发挥理论学习中心组强大牵引力

今年以来，胶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严格“四项制度”，狠抓“四个环节”，

突出“四个结合”，着力打造善于学习、推动发展的“实干家”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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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现代化上合新区提供强大理论支撑和高质量发展动力。

严格四项制度，精心组织学习。严格“第一议题”制度。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最新文章、最新指示要求等摆在

个人自学和集体学习的首要位置。严格“第一责任人”制度。市

委主要负责同志严格审定年度学习方案，研定每月集中研讨主

题，明确学习要求，带头开展学习。严格议题上报制度。年初印

发提报学习专题的通知，统筹重点学习内容，科学制定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安排方案和全市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安排意见，

构建年有计划、月有安排、学有重点的理论学习体系。严格定期

研讨交流制度。将集体学习研讨作为理论学习的主要形式，中心

组成员分别作重点交流发言和补充发言。今年以来围绕“习近平

经济思想”等专题组织集体学习 13次。

狠抓四个环节，完善学习管理。学时定量。年初为中心组成

员印发“学习明白纸”，明确“六个一”学习目标：即中心组成

员每天坚持学习一小时，每月写一篇心得体会，每周精读一本理

论书籍，每年撰写一本不少于 3万字的学习笔记，每年讲一次党

课，每年撰写一篇调研报告。严格补学。中心组成员集中学习因

故请假的，及时通过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的形式补学，确保集体

学习不漏一人、不落一课。主动自学。根据学习工作需要，每季

度为中心组成员推荐或中心组成员自选理论学习书目，开展“个

性化自学”，累计推荐书目 1420余册。列席旁听。制定《胶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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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旁听办法（试行）》，按

照归口管理、分层分级的原则，对全市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列席

旁听，推进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突出四个结合，推动学用实效。把理论学习与凝心聚力解难

题结合起来。举办胶州发展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新业态、新

模式、新概念进行专题培训，通过传经验、谋发展，共同分析困

扰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理论学习与转变观念谋发展结合

起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合示范区的重要指示要

求，按照“上合策源、临空支持、胶州托底、全域联动”的思路，

成立现代化上合新区建设推进委员会，构建起“1+6+N”作战体系

和行政一体运转、干部一体使用、考核一体评价、政务一体服务

“四个一”机制。把理论学习与改变方式转作风结合起来。结合“作

风能力提升年”活动，用好“机关大讲堂”平台，搭建“部门述评”

载体，推动学习模式从“单向灌输”向“双向对话”转变。常态化举

办胶州市级书记擂台、路演答辩等活动，以压力倒逼激发党员干

部干事活力。把理论学习与完善保障惠民生结合起来。把研究解

决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学习的重要任务，市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带头领题，采取“四不两直”、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式”等

方式带头深入一线调研，扎实做好各类民生工程，切实提升群众

生活幸福指数。

（胶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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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山海印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崂山区举办。近

日，“山海印象·2022 青岛国际吉他艺术节”在崂山区举办。

本届吉他艺术节邀请了大卫罗素、田芝源等国际吉他演奏家，举

办近 30场线上线下比赛与艺术活动，通过讲座或音乐会等形式，

为岛城人民带来精彩的艺术盛宴，为打造“活力海洋之都 精彩

宜人之城”、建设艺术城市助力添彩。

（崂山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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