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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26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记者从聊城市旅发
委获悉，作为首批山东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聊
城市正发力全域旅游，努力
让全域旅游叫好又叫座。

聊城以运河为抓手，
全面启动全域水城建设。
聊城市经过半年多的实地
调研、修改完善，完成编制
了《京杭运河聊城段旅游
发展及水生态体系规划》，
近日，《京杭运河聊城段旅
游产业综合开发区域控制
性详细规划》和《京杭大运
河聊城段李海务至梁水镇
片区旅游策划》同时通过
专家评审。

以深化旅游综合体制
改革为突破口，理顺旅游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聊
城市下大力气推动旅游体
制机制的实质性变革，聊
城市旅游局更名为聊城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后，在原
旅游局职能基础上，强化

规 划 、协 调 、执 法 三 项 职
能 ，成 为 打 造“ 全 域 化 旅
游”、优化旅游资源配置的
主管部门。充分发挥旅发
委在规划统筹、资源整合、
执法监管等方面的综合协
调作用，建立综合协调会
议制度，履行市旅发委综合
协调职能，研究协调涉及旅
游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部
署阶段性工作，督查督办分
解工作。完善旅游管理体制
机制，建立适合聊城市实际
的旅游管理体制和运营机
制，探索景区经营权与所有
权分离，成立聊城市旅游发
展集团，支持旅游集团做大
做强，打造全市旅游发展综
合平台。

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确保特色鲜明。聊城市
已 涌 现 出 度 假 区 刘 道 之
村、高唐县西郭村、茌平县
许庄村等一批扶贫效果明
显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其
中，茌平县肖家庄镇在枣
乡生态园举办圆铃大枣采

摘节期间，接待游客2 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500
万元。下一步，大力推动旅
游强乡镇、特色村创建工
作，全市创建强乡镇2家，
每个县(市、区)创建特色村
1家。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推动乡村旅游集中连片发
展，每个县(市、区)建成乡
村旅游综合体2处，全市培
育乡村旅游综合体22处。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
系，确保环境好。聊城市不
断完善旅游公共设施，完成
市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对全
市公共信息导向系统分类
布局，规划设计全市99处旅
游标识导向牌，一期城区内
27处旅游标识导向牌正在
建设。对全市旅游厕所进行
全面改造升级，在旅游景
区、交通集散点、城市商业
街等游客服务场所新建旅
游厕所388座，改建1531座，
共1653座，提前超额完成国
家和省要求的任务。

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市为抓手，聊城将加强市
旅游集散中心功能建设，
新增3家旅游咨询中心，继
续 完 善 全 市 旅 游 标 识 系
统，建设景区厕所、通往景
区道路、停车场、湖河码头
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启
动 全 域 水 城 水 系 连 通 工
程，打造水上交通系统，开
通 水 上 巴 士 。不 断 提 升
12301旅游服务热线各项
功能，为公众提供规范、全
面、便捷、经济的多元化服
务。开展旅游预警提示短
信推送业务，逐步借助旅
游云数据中心为来聊游客
提供实时、便利、快捷的旅
游综合服务。

“全域旅游模式下，旅
游目的地不再是单一的景
点景区，处处都是风景；行
政管理从单个部门转变为
党政统筹；门票经济要向
全产业经济转变；游客服
务要向多元化综合服务转
变。”聊城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任刘光辉说。

聊城发力全域旅游，努力让其叫好又叫座

全全域域旅旅游游模模式式下下，，处处处处是是风风景景

本报聊城 3月 2 6日讯
(记者 杨淑君) 记者了解
到，按照聊城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的总体规划，在规划期
内，聊城将新建3处市级湿
地公园，续建5处湿地公园，
晋升1处湿地公园。

据悉，根据规划，近期
将逐步续建完善东阿洛神
湖国家湿地公园、聊城小
湄河省级湿地公园、南湖
湿地公园，晋升阳谷森泉
市级湿地公园，完善公园
内标识、解说、宣教展示系
统；中期续建茌平金牛湖
国家湿地公园、聊城东昌

湖国家湿地公园，新建莘
县莘州水库湿地公园。远
期将新建莘县仙鹤湖市级
湿地公园、莘县徒骇河市
级湿地公园。在新建湿地
公园内，合理划定公园范
围和功能分区，确定保护
动植物与保护措施；测定
环境容量和游人容量，规
划游览方式、游览路线和
科普、游览活动等内容。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
建成国家湿地公园3处(试
点)，包括东昌湖国家湿地
公园、东阿洛神湖国家湿
地公园、茌平金牛湖国家

湿地公园；省级湿地公园1
处即为聊城小湄河省级湿
地 公 园 ；市 级 湿 地 公 园 2
处，分别为南湖湿地公园、
阳谷森泉市级湿地公园。

“创森”期间，聊城力
争将冠县古梨园提升为国
家级森林公园，将冠县马
颊河森林公园、莘县马西
林场森林公园、阳谷县景
阳冈旅游区森林公园提升
为省级森林公园。目前，全
市已建成的自然保护区有
3处，湿地公园6处，森林公
园有10处。具体包括：冠县
西沙河自然保护区、莘县

马西林场自然保护区、高
唐清平自然保护区；东阿
国家森林公园、茌平国家
森林公园、高唐清平森林
公园、冠县古梨园、冠县马
颊河森林公园、莘县马西
森林公园、聊城植物园、临
清古沙洲森林公园、阳谷景
阳冈旅游区森林公园、聊城
市中心苗圃森林公园；以及
东昌湖国家湿地公园、东阿
洛神湖国家湿地公园、茌平
金牛湖国家湿地公园、小湄
河省级湿地公园、南湖市级
湿地公园、阳谷森泉市级湿
地公园。

聊聊城城将将新新建建33处处市市级级湿湿地地公公园园
目前有10处森林公园、6处湿地公园

2017年山东省老年人象棋、桥牌
比赛于3月24日圆满落幕，经过九轮
激战，聊城市代表队获象棋团体第
七名，桥牌团体第五名的好成绩。聊
城市象棋运动员胡建平连续两年获
得个人第一名。

记者 李军

聊城斩获省赛佳绩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
里，不如有“礼”。

作为全球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
台，滴滴出行一直致力于让出行更
美好！3月27-30日，滴滴出行携手名
仁苏打水给聊城市民送礼啦！在这
个春意盎然的季节，繁忙的工作之
余，无论您是和家人一起春游，还是
和朋友一起相聚，选择滴滴出行，都
会让您的出行变得更加简单！

活动期间，聊城区域用户，使用
滴滴出行APP呼叫出租车订单并成
功打车，就有机会得到名仁苏打水。

“碱”单生活，“滴滴”美好！
随着天气的回暖，滴滴出行也

将持续推出这种提高用户体验度的
活动。滴滴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活动能让用户体验到滴滴出
行对用户的关怀，建立情感的联系，
提高用户对滴滴出行的满意度。

未来滴滴将不断完善产品，提
高服务，并丰富各类线上、线下活
动，提高用户对滴滴出行的体验感。

开心工作日，“饮”我而健康

注销公告
聊城重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注册

号：91371523358622912T，经股东会决议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成

立清算小组，请债权人于见报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特此

声明！

本报聊城3月26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姬阳) 近

日，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召开
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动员部署会。
党委书记、校长朱秋田及校两委
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党委副书记
迟连河主持会议。各系、育才学
校党支部书记，各处室负责人及
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对学校2017年市级
文明单位复审及争创省级文
明单位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
学校文明单位创建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丁骁结合
市《文明单位建设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和聊城市精神文
明建设委员会2017年工作安
排，对校党委会研究印发的

《2017年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实
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他
特别提出，各处室、系校开展
文明单位创建要注重活动材
料的收集归档，并明确专人负
责，确保活动实施方案各阶段
工作的顺利开展。

朱秋田在讲话时强调，此
项工作是一项长期、重要的工

作，要积极投身到文明单位创建
活动中。要将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纳入全校年终绩效考核。最后，
他提出，各部门要对照实施方案
认真思考，结合各自特点，制定
创建活动的具体开展办法；要注
重收集整理创建活动的视频、图
片、文字资料，建立档案并按要
求及时报送；要把学校日常工作
和文明单位创建活动紧密结合，

以文明单位创建为动力，促进学
校更好更快发展。

迟连河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学校各部门要以更为积极
的状态，主动、扎实地开展工
作。与会人员要及时组织传达
会议精神，最大限度调动全体
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学
校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取得更
大成绩贡献力量。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

动动员员部部署署文文明明单单位位创创建建活活动动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文明单位创建动员部署会现场。
通讯员 安琳琼 摄

在第57个世界气象日来临之际，聊城市天文爱好者协会志愿
者来到高新区许营镇第二中心小学，举办了一场“气象科普知识进
校园活动”，志愿者通过向学生介绍雨量器、毛发湿度表、曲管地温
表、三杯风向风速表等气象仪器的使用原理和方法，使孩子们进一
步了解了相关气象知识，增强了广大学生防灾减灾意识，提高了他
们的气象环保意识。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徐长春 孙佳
豪 摄

气气象象科科普普进进校校园园


	L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