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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民朋友：
  为推进奎文区城市更新，优化用地布
局，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东省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奎文区人民政
府组织了潍坊市奎文分区北苑片区Bb-03、
Bb-05、Bb-06街坊；大虞片区Bd-05、Bd-06、
Bd-15街坊；风筝片区Bf-02街坊；潍州片区
Bw-07街坊；樱园片区By-04、By-06街坊；
金宝片区Bj-04、Bj-06、Bj-07、Bj-08街坊控
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改，修改方案已于2022
年11月18日通过专家评审。为进一步提高城
乡规划管理的透明度，现将规划调整予以
公示 ，公示日期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本公示之日起二
十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潍坊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奎文分局将在本公示期满之日起二十
日内组织听证，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拟调整内容如下：
  一、北苑片区
  1.Bb-03街坊
  将玉清街以北、潍州路以西、四平路以
东部分娱乐用地调整为幼儿园用地、商住
用地。
  2.Bb-05街坊
  将玉清街以南、潍州路以西、四平路以
东娱乐用地、居住用地、服务设施用地调整
为商住用地、居住用地。
  3.Bb-06街坊
  （1）将玉清街与鸢飞路交叉口西南侧
医院用地等面积调整至玉清街与潍州路交
叉口东南侧现芝尔庄村委用地。（2）将玉清
街以南、鸢飞路以西、潍州路以东娱乐用
地、居住用地、医院用地调整为医院用地、
娱乐用地、商住用地。
  二、大虞片区
  1.Bd-05街坊
  将北宫街以北、虞河路以西、虞河以东
服务设施用地调整至卧龙街以南、虞河路
以西作为幼儿园用地。
  2.Bd-06街坊
  （1）将虞河路以东、通亭街以北的南北
向规划支路向东调整至佳乐家院墙。（2）将
虞河路以东、通亭街以北商务用地、其他商
务用地、金融保险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
地、服务设施用地和行政办公用地调整为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其他
商务用地、行政办公用地。（3）将卧龙街以
南、虞河路以东、虞兴路以西中小学用地调
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幼儿园用地、中小学
用地。
  3.Bd-15街坊
  将福寿街以南、新华路以西、文化路以
东供热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服务设施用
地、商业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
地、社会停车场用地。 
  三、风筝片区
  1.Bf-02街坊

  将潍州路以东、鸢飞路以西、胜利街以
北、东风街以南金融保险用地调整为商住
用地、幼儿园用地。
  四、潍州片区
  1.Bw-07街坊
  将东风街以北、鸢飞路以西、潍州路以
东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调整为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五、樱园片区
  1.By-04街坊
  （1）将胶济铁路以北，鸢飞路以西、潍州
路以东、光明街以南交通场站用地调整为二
类居住用地、公园绿地、服务设施用地、消防
用地。（2）将清溪街向西打通。（3）向东调整连
接光明街和清溪街的规划支路。
  2.By-06街坊
  将虞河路以西，鸢飞路以东、光明街以
南居住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幼儿园
用地。
  六、金宝片区
  1.Bj-04街坊
  （1）将金宝街以北，四平路以东、潍州
路以西、宝通街以南物流仓储用地、商业用
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幼儿园用地、加油加气
站用地、商业用地。（2）调整宝通街与潍州
路交叉口西南侧转弯半径。
  2.Bj-06街坊
  （1）将金宝街以南、文化南路以西、车
站东街两侧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幼
儿园用地；地块内东西向规划支路向北调
整。（2）将金宝街以南、文化南路以东、虞河
以西地块内东西向规划支路向北调整。（3）
调整沿虞河南北向规划支路，道路红线宽
度调整。（4）将龙泉街以北、文化南路以东、
虞河以西中小学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
地、中小学用地。
  3.Bj-07街坊
  将文化南路以西，烟草南厂以东，仉王
街以北工业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
  4.Bj-08街坊
  （1）将凤凰街以南、坊子支线铁路以
东、文化南路以西供热用地调整为二类居
住用地、幼儿园用地、商业用地。（2）将双羊
街以北、金宝热电厂以南、文化南路以西、
鸢 飞 路 以 东 工 业 用 地 调 整 为 二 类 居 住
用地。
  一、公示单位：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政府
  二、公示日期：2022年11月24日-2022年
12月23日
  三、公示电话：0536-2105089
  四、公示网址：
  http：//www.kuiwen.gov.cn/120/35630/
1595341579990732800.html
  五、公示意见反馈方式：公示期内，对
以上调整有异议者，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
形式将意见和建议反馈至潍坊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奎文分局。我局将对合理化意见、
建议予以采纳，公示期结束后将不予受理。
反馈材料必须包括反馈者的真实姓名、有
效联系方式、反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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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潍坊日报社全媒
体记者 雒福苗 通讯员 秦丽
华）今年以来，奎文区通过政策保
障、平台搭建、环境营造等多项措
施，奏响人才工作繁荣发展的生
动“乐章”。
　　通过推广“政策找人”“无形
认证”工作机制，落实人才支持政
策“无申请”模式，形成引才聚才
政策优势，打造人才集聚的“强磁
场”。深化人才发展培养体制机

制，利用“校企通”平台深化校企
合作，同时打造人才创业平台，推
进创业育才，搭建人才发展的“蓄
水池”。积极建设“青年人才友好
型城区”，实施就业服务全程网
办、开设“一次办好”服务专区，给
予各类人才精细温馨的生活关
怀，建设精细配套服务的人才公
寓，让更多人优秀人才选择奎文、
扎根奎文，构筑人才扎根的“新家
园”。

奎文区激发

人才强区新动能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希明

        通讯员 戴 静

　　通过首批“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
范区”验收、入选“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省级农业产业强镇”、上榜省第
三批乡村振兴“十百千”示范镇等创建名
单……近年来，寿光市洛城街道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中不断上位进阶。这很大程度上缘于
一项项优势产业和一个个特色品牌的加持，
它们久经岁月洗练和市场检验而璀璨夺目，
汇聚成洛城街道高质量发展和“强街富民”
的强大动能。
　　“我们的斟灌彩椒获得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每年产量2万多吨，销售额在1.4亿元
左右，村党支部下属的果菜专业合作社还
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以及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说起村里的
五彩椒产业，东斟灌村党支部书记李新生
充满自豪。据他介绍，连续3年，他们新建高
标准、智能化大棚都超过了50个，菜品质量
更有保障，成为驰名全国的蔬菜品牌。
　　随着冬天拉开帷幕，大棚萝卜进入收
获时节。浮桥村的大棚里，鲜嫩的青萝卜吊
起了人们的味蕾，“浮桥萝卜”是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因为处于古河道的原因，加上不
断的品种选育和改良，具有色泽好、形体
好、口感好、清脆水灵等特点，被誉为“千年
浮桥、一品萝卜”，畅销国内市场。“我们村
萝卜种植面积达到1061亩，还到周边村流
转土地发展种植基地，实现了村强民富。”
村党支部书记傅良信说。

　　“尧河长茄”“寒桥丝瓜”“情侣小黄
瓜”……在洛城街道，既有家喻户晓的老字
号，又有火爆全网的新生代，让这个农业强
镇继续光芒四射。而且，他们的预制菜产业
先行一步，实力出圈，天成鑫利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鸭血罐头产
品出口资质的企业，出口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寿保食品有限公司的天然
洋葱圈也大量出口，在业内独树一帜。
　　农业品牌如云，工业品亦群星闪耀。从
贺兰山的石灰石原料库到内蒙古的双氰胺
生产基地，到年产20亿粒盐酸二甲双胍片，
富康集团建立起从原材料到原料药和成品
药的二甲双胍完整制药产业链，在全世界
打响了品牌。
　　大企业有强势品牌，小企业也身怀绝
技。入驻洛城街道不到一年的国森智能家居
独辟蹊径，拿到来自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
国家市场的入场券，订单排到了明年下半
年；山东圣普特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自
由板式降膜蒸发器广泛应用于浆纸、生物基
纤维、发酵、食品、制药等行业，成为国内大
型自由板式降膜蒸发器的“领头羊”……
　　新时代的洛城，因为有了众多“好品”
的加持，让这里处处洋溢着踔厉奋发、奋楫
争先的豪情和锐气。今年以来，洛城承担了
国家农业综合性改革试点项目相关工作，
推动智慧农业种苗产业园建成投用，实现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让先进的硬件设施
和管理技术相结合，开启产业发展新篇章。
同时，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也在洛城街道落
地生根，其中，正大寿光国际蔬果智慧产业

园项目加速推进，项目包括高端蔬果深加工
中心、进口商品加工中心、蔬果鲜食鲜切中
心、集成分拨中心等，加工技术标准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新项目新动能
的蓄势发力，“好品洛城”必将持续欣欣向
荣，异彩纷呈。

  本报讯 （通讯员 郑忠允
 申玉恒）11月19日，市军队离退
休干部红色宣讲团走进潍坊医
学院临床医学院，为党员发展对
象、入党积极分子及新发展团员
等15 0多名学子开展红色故事
宣讲。
  市军休中心宣讲团宣讲员、
二等功臣薛友，以《踔厉奋发 勇
毅前行 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
走》为主题，为青年学生讲述红色
故事。他用事实说明党的二十大
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阐述了我
们为什么要永远听党的话，跟党
走。他鼓励青年学生，作为新时代

新征程上的“朝阳”，要珍惜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自觉成为红色
基因的继承者、传承者，深埋爱国
情怀的种子，努力学习好科学文
化知识，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立
志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同
学们纷纷表示，要以革命英雄为
榜样，继承发扬红色革命精神，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报效祖国
而奋发图强。
  市军休中心将充分发挥军
休干部政治和威望优势，积极搭
建老有所为的平台，引导红色宣
讲团成员进机关、进校园、进社
区，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二十大
精神。

市军队离退休干部

红色宣讲团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德聪）
今年以来，青州市强化应急人才
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党建+队
伍”工作模式，激发应急人才工作
干劲和活力，不断夯实该市安全
发展根基。
  青州市按照冬春防火、夏秋
防汛、四季安全、百年抗震、一朝
救援的“一条线”理念，围绕“市-
镇-企业”三级建立起全市应急
人才“一股劲”抓安全的队伍体
系，目前有市级应急人才80余
人，镇街区应急人才300余人，以
及各社会团体应急成员6000余

人。大力开展“互联网+应急管理
干部教育培训平台”专题学习教
育，鼓励适龄人才考取执法证和
注册安全工程师等。截至目前，
106人考取了行政执法证，25人考
取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
书。与清华大学等合作开展数据
化管控项目，邀请专家为企业员
工授课，开展教育培训，现已联
合举办6期培训班，对全市危化
品企业员工进行培训。经培训，
128人升级成为安全生产数据化
管控内训师，687人升级成为数据
化安全员。

青州市以应急人才建设

夯实安全发展根基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通讯员 宋成凯

  近年来，市文旅集团积极抓好湿地精细
化管理保护，针对树木植被养护、环境卫生
清理、道路养护等开展全方位提升，进一步
提高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以实际行动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市文旅集团充分利用初冬这一关键时间
节点，加紧对白浪绿洲湿地公园和北辰绿洲
湿地公园内的苗木进行统一养护，根据天气
情况，围绕病虫害防治、树木修剪、冬季浇水
和施肥、绿化补植等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苗
木安全过冬，确保景区内观赏树木保持优美
树型，全方位提升景区绿化景观效果。
　　连日来，在白浪绿洲湿地公园和北辰绿
洲湿地公园内，园林工人们分组对主干道两
侧的树木逐一进行查看，修剪病虫枝、干枯

枝、断枝、下垂枝等枝条，并及时清理装车，
确保修剪后道路路面整洁和行人出行安全。
负责涂白的工人们仔细为树干涂上白色“外
衣”，并进行整体喷洒，防止病虫害发生。与
此同时，对落叶进行全方位清理转运，保持
景区干净整洁。对落叶清扫后的植被稀疏、
长势不佳，个别绿化带遭到践踏、破坏等情
况，第一时间搭配移植或种植可以吸引鸟类
的浆果树木、绿植等，确保整体效果与原生
景色相得益彰、自然流畅。
　　“冬季苗木修剪以保持自然树形、美化
整理树形为主，结合景区和季节实际，上下

游湿地对主干道树木及绿地内各种乔灌木、
竹子、绿篱等植物进行造型修剪，对影响游
客出行的树木进行必要的抽枝疏剪，让游客
在景区游玩时视野更开阔。同时对游客较多
和有特色的观赏点进行整体提升，进一步提
高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市文旅集团工
作人员表示，冬季修剪养护一方面可以提高
苗木的抗病虫害能力，促进明年春季萌发新
枝，另一方面也是对景区整体景观的提升完
善，全部修剪、涂白工作将于本月底前完成。
　　从“水鸭鵁鶄拍拍飞”到“北风吹雁雪纷
纷”，从“松鼠下阶走，竹鸡当户啼”到“白鹭

下秋水，孤飞如坠霜”，从“白浪一曲柳千条”
到“霜叶红于二月花”，两大湿地公园展现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在对城区上
下游湿地公园的运营过程中，市文旅集团严
格对照上级关于湿地管理保护工作要求，立
足可持续发展路线，遵循“全面保护、科学修
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湿地工作方针，管理
与保护协同推进，提升全民保护湿地意识，增
强湿地生态功能。目前，湿地公园整体绿化面
积达241公顷，空气质量持续向好，成为潍坊
的“城市绿肺”、群众的“健身房”、市民的“会
客厅”，实现湿地与城市共生、共兴、共融。

守护大美湿地 扮靓文旅“名片”
——— 市文旅集团实现湿地与城市共生共兴共融

优势产业特色品牌硬核助力，新项目新动能蓄势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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