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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即墨区“政府开放月”邀您参与！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日前，青岛交运集团即墨分公司党员干部组成“青年创城志愿先锋队”，积极投身

到创城各项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携带清扫工具，重点对即墨分公司北广场枯枝杂

草、地面垃圾、卫生死角等进行清理；另一部分志愿者在主干道十字路口、公交站点等

人流密集处，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对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规则行为

进行劝导。

       (车仁安 胡升高)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颁布了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工业

互联网、虚拟现实和数字化管理师等7

个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伟东云教

育集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共同制

定“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标准，并参

与撰写“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标准

的专用教材。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

业技术技能标准为首次制定。当前，随

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

市场对于人工智能领域从业人员的需

求呈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行业内也

迫切需要统一的、科学的、规范的人才

评价标准。此次“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

员”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的颁布，为

开展新职业从业人员培训评价提供了

重要依据。

　　伟东云教育集团成立于2012年，总

部位于青岛蓝谷，全球共有数千名员

工。目前，伟东云教育正以职业教育为

方向，通过数字化手段深度赋能人工智

能、家政、应急、退役军人等多个行业，

业务已累计覆盖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

在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实现布局，服务

33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集团已连续三

年获评“教育部最佳合作伙伴”，连续三

年跻身“全球独角兽企业500强”之列。

　　伟东云教育集团作为人工智能领

域职业培训的领先企业，此前已经成功

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合

作，面向个人学习者推出“人工智能应

用工程师”系列职业能力证书项目和

“人工智能应用管理师”职业能力等级

评价项目，赋能人工智能产业从业

人员。

(王涛 蓝小谷)

伟东云教育集团参与制定

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

  为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打通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现将10月份定为即墨区

“政府开放月”，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欢迎

市民朋友报名参加！

01

活动主题：应急管理开放日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观摩即墨区建筑安全教育

培训体验馆；（2）进行座谈，汇报2021年以

来应急管理工作情况，介绍即墨区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建设运行情况。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应急管理局

报名联系人：朱永志 

联系方式：13964857679

02

活动主题：走进商务机关  感受外贸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内容：（1）参观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介绍国家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相关政策，介绍

青岛即墨综合保税区相关情况；（2）通过

座谈交流听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

民代表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商务局

报名联系人：宋健 

联系方式：0532-58667302

03

活动主题：公路升级改造  优化出行

环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8日

活动内容：（1）参观公路大中修项目施工

现场，针对代表比较关心的公路大中修

工程进展情况、干线公路中央隔离开口

问题、路面状况等热点问题进行现场解

答；（2）参观公路路网监控中心，现场向代

表介绍路网24小时监控及公路突发事件

处置机制；（3）组织召开座谈会，介绍公路

重点工作、特色亮点等情况，交流了解市

民需求及对公路工作的意见建议。

活动形式：实地参观、座谈会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等

参加人数：20名

主办单位：即墨区交通运输局

报名联系人：杜修民

联系方式：0532-88512453

04

活动主题：走进科技项目  感受创新

即墨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组织各代表到通济新经济

区党群服务中心、影创科技项目、小胖机

器人项目、数字鹰无人机项目基地进行

参观考察；（2）参观后组织座谈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管理委

员会

报名联系人：李璐 

联系方式：13864896562

05

活动主题：创城行动 有你有我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1）参观环秀街道政务公开专

区、环秀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观摩

环秀街道中交中央公元创城成果。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媒体记者等

参与人数：3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环秀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孙榕

联系方式：0532-88513276

06

活动主题：硬件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

发展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5日

活动地点：即墨区潮海第四小学、皋虞路

幼儿园、龙泉莲花山小学

活动内容：展现2021年即墨区学校建设

情况

活动形式：采取网络直播（录播）形式。

主办单位：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媒体记者等

活动人数：网络直播

报名联系人：即墨区教育体育局教育宣

传科

联系方式：0532-88513010

07

活动主题：勤政为民 敬业务实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1日

活动内容：（1）观摩段泊岚镇党群服务大

厅和镇文史风物馆；（2）观摩今年以来镇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3）召开恳谈交流

会。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服务对

象、服务对象家属代表、村民代表、社区

居民等

参加人数：30人 

主办单位：段泊岚镇政府办公室

报名联系人：段泊岚镇办公室

联系方式：0532-83561301

08

活动主题：“博筹精理 立公为民”打造

阳光担当财政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9日

活动内容：全方位介绍和展现财政部门

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特色亮点、服务

举措和创新成果等。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服务对象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财政局

报名联系人：刘志刚

联系方式：0532-88551327 18953228785

09

活动主题：走进融媒体中心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16日

活动内容：（1）参观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中央厨房”、采编播中心、电视新闻

演播厅和电台制作室。了解区融媒体中

心为民办事事项及流程；（2）介绍新闻

的发布流程、后期制作和新闻播报，体

验每天即墨新闻从采访到制作，再以不

同传播方式呈献给广大群众过程。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潮海中学学生、带队老师、部

分群众代表等

参与人数：20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融媒体中心

报名联系人：商航

联系方式：13583248031

10

活动主题：阳光政务 你我共建

活动时间：2021年10月22日

活动内容：（1）参观便民服务大厅，了

解便民大厅的基础建设、整体特色、政

务服务模式、系列管理制度、人性化便

民服务等情况及经验做法等；（2）观摩

前东葛美丽乡村，参观村史馆，感受村

庄巨变。

活动形式：实地观摩、座谈交流

活动对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

表、企业代表等

活动人数：15人

主办单位：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

报名联系人：徐洁洁

联系方式：0532-8658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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