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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景点、新创意、新思路

旅旅交交会会上上滨滨州州旅旅游游亮亮出出新新气气象象

市城管局推出“市民通”手机客户端

滨滨州州将将迈迈向向““全全民民城城管管””时时代代
本报8月21日讯(通讯员

阚劲松 时燕 记者 王领娣)
21日，市政协视察城市管理

数字化智慧平台。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运行以来，问题结案
率由建成前的56%提高到95%，
下一步城市管理将实现“数字
城市、全民城管”的目标。

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工
作流程是一个闭环系统，指挥

中心接受多种途径上报的案件
信息，如12345市长公开电话、
9600096热线受理、采集员上
报、视频立案等，指挥中心通过
核实立案、任务派遣、核查结案
等环节实现案件的快速办理，
从而使城市管理问题的每个处
置环节都灵活快捷并有据可查

自2013年12月数字化城市
管理系统运行运行以来，截至

2014年7月，共收到信息采集员
上报案件41085条，受理市长公
开电话282个，受理问题井盖
1169个，受理热线投诉案件836
个，结案率由建成前的56%提
高到95%。

下一步，城市管理执法局
将推广“市民通”，实现人人管
理城市的目标，开发并推出面
向市民大众的“市民通”数字城

市管理系统，这是数字城管系
统在手机端的又一个延伸，可
供所有的市民下载安装。在下
载安装后，使用者可以将自己
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直接上报
给指挥中心。通过这一系统，市
民将直接成为数字城管系统的
重要一员，将拓展城管工作监
督渠道，从而实现“数字城市、
全民城管”的目标。

“齐鲁晚报号”：告别景点“下饺子”的痛苦，放下走亲访友的疲惫

豪豪华华邮邮轮轮五五天天四四夜夜一一点点也也不不累累
本报讯 “十一”小长假，出

门太挤，不出门可惜，一家人团
聚少不了父母的忙前忙后，少不
了走亲访友的奔波，假期到底是
休息还是忙活？不少家庭如今为
假期所累，他们愈来愈向往一份
闲适与安宁。本报特为您推荐

“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五天四
夜韩国游，享受五星级奢华邮轮
的特色服务，在海天交融中感受
异国文化与风情，一家人享受浓
浓亲情。

“这趟真是去对了！”8月20
日，乘坐“中华泰山号”试运行刚
返航的高女士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同好友分享起这趟旅程带
给她和母亲的畅快。

几个月前，她看到中华泰山
号即将启航的消息后，就决定带
74岁的妈妈付玉兰坐一次豪华
邮轮去趟韩国，高女士说“出国
旅游一直是母亲多年的梦想。”

五天四夜，高女士对妈妈的
身体有些担心，“我妈妈74岁了，
被蚊虫叮咬会过敏，提前买了一
大堆防蚊虫和过敏的药，结果大
包小包全又拎回来了。”高女士
在跟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不住地
感叹“邮轮和济州岛都特别干
净”。

“邮轮上的活动很丰富，
住得舒服，吃得也好。”白天，母

女俩或在甲板上晒太阳、看大
海，或在私人教练的陪同下健
身，或在练歌房飙歌，或去看场
免费电影。晚上回到舱房休息，
安静的内舱房内设空调、独立卫
生间，不会有人打扰，惬意自在，
很快入眠。丰盛的餐点，可以自
助挑选，搭配水果和酸奶，“大胃
王”也吃得饱。

“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为
大家制订了海陆结合的五天四
夜舒适旅程。

航期：2014年10月3日———
2014年10月7日

航程：D1烟台—D2仁川(首
尔)—D3济州岛—D4公海—D5烟
台

价格：三四人间，上铺2400

元/人起，下铺3488元/人起，双
人间3388元/人起。另需加收200

元/人的旅游服务费(用于签证、
保险、导游服务)。

注意事项：
1 .提前到您户籍所属地的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护
照

2 .出于安全考虑，6个月以
下的婴儿不接受报名

3 . 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14

周岁以下儿童享受半价优惠
4 . 60岁以上长者享受300元/

人的优惠

5 .老人出行需是身体健康
者，最好有家人陪同

咨询电话：
闫女士：13853555610

张女士：13853555532

王记者：13696307597

报名电话：
滨州青年旅行社：3327807

明天雨迎处暑
早晚温差加大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王晓
霜 ) 本周六将迎来第十四节
气——— 处暑。记者从气象台了解
到，处暑当天滨州市将有雷阵雨，
届时气温会降至30℃以下。秋天
的脚步更近了一些，“一场秋雨一
场凉”的气候特征越发明显。

处暑期间，虽然中午还比较
炎热，但早晚已有了浓重的凉意，
白昼的时间也减少到了13小时25
分钟。处暑当天，滨州市将有一场
雷阵雨过程，虽然最高温度还是
达到了32℃，但没有了阳光的照
射，大家体感会稍微凉快一些。周
日持续雷阵雨过程，最高气温会
下降至28℃，最低温变化不大，维
持在22℃左右。

虽然处暑当天滨州会有雷阵
雨，但处暑过后，雨水整体上会逐
渐减少，空气也会慢慢变干，人们
的呼吸道、皮肤容易变干燥，严重
者会引发“秋燥症”，建议大家平
时多喝水，还要多吃些滋阴润燥
的蔬菜水果，如银耳、莲藕、百合、
梨等。另外，在凉似初秋的夜晚，
体弱的老人和患有脊椎病、肩周
炎等病的人，最好不要睡凉席，以
免因受凉导致旧病复发。

阳信县洋湖乡
计生查体扫尾

本报讯 近日，洋湖乡夏季
计生查体已进入扫尾阶段，为确
保扫尾工作顺利开展，该乡以9个
办事处为工作组，深入各村，狠抓
妇检环节，成效显著。

召开专题会议，安排育龄妇
女查体扫尾工作。按照各村特点，
合理安排查体扫尾日期，要求查
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热情服务
广大育龄群众。

加强调度，确保排查到位。计
生工作人员对未到站查体人员逐
个梳理，对于因特殊原因不能到
站查体的已婚育龄妇女实行上门
服务。

以人为本，加大宣传。计生服
务站实行办事处“一天一通报”制
度，始终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对
不方便到站的，安排工作人员提供
上门查体服务，同时把相关法律法
规、保健、教育等知识送到群众手
中，向群众传播新型生育文化。

截至目前，全乡已婚育龄妇
女到站率已达85%，其中部分村
到站率已达100%。近期，乡服务
站还将继续深入各村，确保查体
到站率达到95%以上。 (张翠平)

邹平西董街道
紧扣计生脉搏

本报讯 邹平县西董街道计
生办在党建工作中,坚持“围绕计
生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计生”的原
则,切实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
建设。

该街道计生办始终把计生工
作的重点和难点作为党建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进一步加强
党员思想作风教育，积极开展多
种形式的组织活动，提高党员思
想政治素质，发挥党小组的战斗
堡垒作用。从不断提高党员干部
为民服务思想观念入手，以创新
人口计生管理长效机制为载体，
不断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开展
效能建设，并在措施落实上做到

“五个同步”,即党建工作与人口
计生工作同研究、同规划、同检
查、同考核、同总结,相得益彰地
推进党建创新活动的深入开展。

(崔静 鄢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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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21日讯(记者
王茜茜) 第12届中国(山东)

国际旅游交易会于22日在济南
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以“孙
子故里、生态滨州”为主题的滨
州旅游团以全新的旅游思路和
旅游创意亮相展会，各县区也
针对地方旅游特色创新思路，
推介独具特色的秋季旅游线路
产品。

21日，忙碌了一天，以“孙
子故里、生态滨州”为主题的54
平米的滨州旅游展区终于布展
完成。以中海旅游风景区为背
景，象征着中海航母重新“起
航”后，中海旅游风景区的新风
貌；正面顶部是以中国孙子兵
法城为代表的“孙子故里”形象
和以贝壳堤岛为代表的滨州生
态旅游特色风景，分居“孙子故
里、生态滨州”八个大字的两
侧，突出了滨州“孙子故里”和

“生态”两个旅游特色；在两侧
的顶部分别是“好客山东”和

“孙子故里”的logo，表明了滨州
旅游是山东旅游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此外，在滨州旅游展区还
分设了各县区独立的标准展
位，以独具特色的旅游口号和
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区及旅游
商品分别进行宣传推介，如博
兴的布老虎、草柳编，无棣盐
雕，沾化冬枣、滨城区的芝麻酥
糖及惠民魏集驴肉等。同时，邹
平县樱花山风景区作为滨州的
新景点将亮相旅交会。

“此次旅交会上，我们从
‘点、线、面’分别进行宣传推
介，‘面’要做到滨州旅游特色
的整体宣传，‘线’是重点宣传
滨州旅游线路产品特别是两日
游线路，‘点’就是各旅游线路
及县区重点旅游景区的推介。”
滨州市旅游局副局长杨海霞告
诉记者，旅交会上各县区将创
新思路，针对团队和自驾游客，
推出秋季特色旅游线路。因为
秋季是沾化冬枣收获采摘的季
节，同时，孙子旅游文化节也将
在秋季开幕。所以，对于滨州来

说，秋季是一个旅游旺季。此次
旅交会也是滨州为秋季旅游旺
季到来所做的预热工作。

2 0 1 3年 5月 6日，山东济
南、淄博、济宁、泰安、莱芜、德
州、聊城、滨州八城市联合成
立“山东省会城市群旅游联
盟”，滨州作为成员之一积极
参与各项旅游推介活动。“省
会城市群旅游联盟的成立让
各城市相互整合，相互串线，
整体联合对外宣传，这样也有
利于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客
源互送。此次旅交会是旅游联

盟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助于滨
州旅游加快融入省会都市圈
和京津冀城市圈，走出山东，
走向国际。”杨海霞说，此次参
展的成员包括国内和国际的
旅游商，参加本次旅交会无疑
是为各县区、景区搭建宣传平
台，进一步增加滨州旅游走走
出山东、走向国际的机遇。

此外，据了解，山东省会城
市群旅游联盟正在筹建济南高
铁西客站城市联盟展厅，10月
份左右济南高铁西客站城市联
盟滨州会客厅将全新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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