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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部：
值此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创刊四周年之

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全体新闻
工作者致以亲切的慰问！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创刊四年来，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入

“走转改”，践行“三贴近”，坚持“全心全意为
聊城人民服务”的办报宗旨，始终与时代同
行，时刻与百姓同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
望要求，传播了知识文明，弘扬了新风正气，
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宣传聊城改革开放
成就，丰富全市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做
出了积极贡献。

希望你们以创刊四周年为新的起点，进
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
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开展“唱响时
代最强音 跨越赶超作贡献——— 新闻工作
者的职责使命”主题活动，走基层、转作风、
改文风，切实担负起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时代发展的记录者、推动者的职责，把维
护媒体公信力视为职业追求，严肃认真地追
求新闻报道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
扬社会正气，以强烈社会责任感为实现中国
梦传递正能量，为聊城市“东融西借、跨越赶
超，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
2013 年 6 月

贺 信
本报聊城 6 月 17 日讯(记

者 刘铭) 6 月 17 日，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创刊四周年
座谈会举行，共贺今日聊城
四岁生日。聊城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赵庆忠，齐鲁传媒
集团副总经理、齐鲁晚报执
行总编辑张天卫出席活动并
作重要讲话。

赵庆忠在讲话中对齐鲁
晚报·今日聊城创刊四周年表
示祝贺，并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今日聊城为聊城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赵
庆忠说，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在全市的影响力比较大，可读
性强，希望今日聊城编辑部继
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

“三贴近”原则，服务于党的建
设及聊城经济、社会、文化、生
态建设，发挥优势宣传好聊
城，为塑造聊城形象作出贡
献。

赵庆忠希望今日聊城围
绕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
署，服务大局，围绕聊城市“东

融西借、跨越赶超、建设冀鲁
豫三省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
的发展目标开展宣传报道。赵
庆忠要求，今日聊城要立足聊
城，进一步宣传、报道好全市
改革发展的新探索、新实践、
新经验，反映群众意愿，服务
经济发展，为全市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和氛围，进一步提高聊城的美
誉度、知名度。

张天卫首先代表齐鲁报
系党总支对今日聊城四年来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张天卫
表示，今日聊城的发展和成
绩，主要得益于聊城这座城市
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所展示
的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更离
不开聊城市委、市政府、市直
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
支持和关爱。张天卫要求今日
聊城全体人员戒骄戒躁，更好
地服务聊城发展。

聊城市委宣传部发来贺
信，祝贺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创刊四周年。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创办
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自创办
之日起，就牢牢秉承齐鲁晚报

“服务读者、奉献社会、成就自
我”的核心价值理念，树立“全
心全意为聊城人民服务”的办
报宗旨，坚持为读者服务，与
读者俱进，坚持提升队伍品
质、提升报纸品位，不断地满
足聊城读者需求。

四年来，今日聊城肩负齐

鲁晚报人的责任和使命，围绕
聊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做
好各项宣传工作，见证了城市
的每一次蜕变。

尤其是新一届领导班子
上任后，聊城市委十二届四次
全会确立了“东融西借、跨越
赶超、建设冀鲁豫三省交界科
学发展先行区”的发展目标，
今日聊城坚持唱响主旋律，积
极助推聊城跨越赶超工作，自

5 月 16 日开始推出《跨越赶
超·城建重点项目巡礼》栏目，
着重报道有关部门在市区实
施的一系列城建重点项目。

在做好新闻报道同时，今
日聊城还利用晚报品牌优势，
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公益活动，
像相亲会、春秋季车展、暑期
报童营销秀、晚报小记者团等
公益活动，在读者中有着非常
良好的口碑。

在办好报纸的基础上，今
日聊城还开设了县域版、齐鲁
晚报网聊城频道、今日聊城手
机报、今日聊城官方微博等，
进一步增强为聊城读者的服
务能力。

四年来，今日聊城茁壮成
长，报纸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
增强，已成为聊城当地最具影
响力的纸媒之一。

本报记者 刘铭

四年共成长，见证聊城蜕变

聊城的乐园没意思，火了山东希乐城
青少年职业探索乐园第一品牌落户聊城，6 月 29 日正式开业

端午假期刚过不久，家住聊城市
开发区的张先生就再次打来电话，咨
询有关希乐城的开业时间。端午节当
天，本想带着孩子来山东希乐城好好
玩一下，让孩子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端午节，得知希乐城的开业时间还将
延后，张先生不免有些失落。

其实和张先生有着同样感觉的
不止他一个，据希乐城营销部的负责
人统计，仅端午节当天，就接到了上
百个电话，其中大部分是咨询开业的
具体时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希
乐城如此备受追捧？

熟悉聊城的市民都知道，聊城市

供孩子假期游玩的乐园并不多，娱乐
项目也大多以机械设施为主，娱乐项
目比较单一，导致许多孩子每逢周
末、假期便大呼没意思，宁肯待在家
里玩电脑，也不愿意走出家门半步。

长时间的沉迷电脑，不仅会影响
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严重者还会让孩
子变得封闭、内向、脾气暴躁，产生不
良后果。为了开拓孩子的视野，让孩
子亲近自然、增长见识，以至于每逢
周末、假期，许多家长都选择自行驾
车带孩子走到周边地市的景点乐园
放松、休闲。

据了解，自 1999 年全球第一家

青少年职业体验馆 Kidzania 开业至
今，青少年职业体验馆已经成为风靡
全球的体验式教育创新模式。继日
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
家之后，青少年职业体验馆自 2007
年被引入中国，目前国内开业及在建
体验馆多达 50 余家，已经初步形成
产业规模。孩子在 3 — 15 岁的成长
阶段，是培养和形成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最重要的阶段，职业体验模
式是将现实生活里的真实场景和生
活方式等比例缩小，将一座微缩城市
移植到室内，孩子在这座城市通过扮
演不同的角色和职业，既能够体验到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奇妙，同时又能够
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让孩
子在欢乐中完善心智、健康成长。

山东希乐城青少年职业探索乐
园，是目前聊城市最大的室内情景主
题乐园，项目占地约 9000 平方米，共
有 38 个不同的体验馆。乐园以“寓教
于乐”的方式，向青少年儿童提供独
立、感恩、责任、团队协作等多种社会
能力的培养，并通过扮演体验社会各
行各业的成人角色和职业，了解真实
世界，是聊城市第一家集社会教育、
亲子教育、情景教育、职业教育等素
质教育于一体的新型乐园形态。

截至发稿前，山东希乐城工程包
括警察局、电视台、电影院、动车组、
魔幻乐园、蛋糕房等在内的 38 个场
馆的已经建设完备，希乐城相关负责
人表示，乐园将在 6 月 29 日举行盛
大开城仪式，开业当天将会推出多项
优惠措施，现在打电话预约到场，还
会有更多好礼相送。更多精彩未知，
等待你来探索发现。咨询电话： 400
-111-0635

网址：www.sdhilacity.com
地址：聊城市开发区星光城市广

场四楼
(张跃峰)

调动申请人举证积极性变执行“难”为执行“易”
历经 20 天的努力和尝

试，该院成功执行一起 13 万
元的债权。至此，又一起“执
行难”，画上句号。
今年 5 月，一个孙姓当事人

诉城区一家公司借款案移交
执行，经了解单位停产，法人
代表去向不明。执行员充分
调动申请人举证积极性，根
据申请人提示，执行员发现

寿光一公司有到期债权 13
万元，执行员多次与寿光单
位负责人交流，讲解法律法
规，最终同意配合法院工作。

(史春贵)

民商事联席会议制度再现“亮点”
为了加强民商审判工作，

不断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阳
谷法院制定了民商联席会议
制度，收到良好的效果。

联席制度是院审判委员会
组织院里审判骨干人员，针对分
歧较大民商案件进行系统研究、
剖析。同时，审判人员也可自报专

题调研和理论研讨题目请联席
会指导，在联席会指导下，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解决，大大提高了
案件审判质量。 (胥风莲)

惠及“三农”、“小微”，助力地方经济腾飞
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作

为地方性新型金融机构，自
2012 年 7 月正式开业以来，坚
持“服务三农、支持小微、立足
城乡”的市场定位和方向不动
摇，充分发挥自身灵活的一级
法人经营机制，努力做好“三
农”与小微企业资金需求的服
务工作。截止 2013 年 5 月，累
计发放贷款 12231.5 万元，其
中，小微企业贷款 9535 万元，

有效支持了阳谷小微企业的
快速发展。

该行针对小微企业推行
优质客户信贷“利率优惠、贷
款优先、手续简化”的政策。
凡是诚信经营的小微企业客
户，经市场部调查考察后进
行推荐、风险部审查合格，即
可接受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
的优质服务，并给予一定额
度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银

行的举措得到了当地监管部
门的肯定和支持。

阳谷沪农商村镇银行坚
持多为小微企业着想，把帮
助解决小微企业资金困难
的过程，衍化成为真正推动
小微企业健康成长、科学发
展的过程，该行自身业务也
从中得到卓有成效的增长
和发展，实现了双赢。

(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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