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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4月4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邹
宁) 4月1日，全市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暨畜牧兽医工作
会议召开，在总结2016年工
作的同时，安排部署今年全
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任务
和畜牧兽医工作。

聊城市政府调研员张
思中主持会议，并在宣读

《聊城市重大疫病防控指挥
部关于表彰2016年全市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先进
单位的通报》时指出，2016
年聊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成效显著，对在2016年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成
绩优异的阳谷县、高唐县、
冠县、东阿县、临清市和莘
县予以通报表彰。聊城市畜
牧兽医局局长王绍军在讲
话中介绍了全市畜牧兽医
工作的基本情况和2017年
的重点工作。聊城市政府副
市长任晓旺在会上讲话，并
与各县市区分管县市区长
签订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
任状。

王绍军在会上表示，
2016年以来，聊城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总抓手，提升
畜产品质量品牌，严控重大
动物疫病，创新制定并实施

项目管理规定，坚决推行依
法行政，在争取项目资金、
推动畜牧标准化生产、抓绿
色畜牧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效。2017年，将继续以推进
畜牧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以建设现代畜牧业示范市
为目标，积极实施“11155”
工程，加快产业融合，加强
畜牧兽医和信息化建设，加
强畜产品质量监管，做好精

准扶贫，尽快建成现代畜牧
业示范市。

任晓旺在讲话中指出，
要正确把握当前动物疫病
防控和畜牧兽医工作面临
的形势，抓好3-4月和9-10
月的春季和秋季集中防疫，
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长效机制，全力做好动物
H7N9流感防控，完善修订
畜牧养殖“三区”划定方案，

积极推广绿色生态发展模
式，扎实做好畜牧统计工
作。他强调，当前政府主管
部门更要转变工作作风，创
建“服务型”政府，多研究资
金扶持、项目落实等政策，
既要做好监管，提高数量、
质量，又要研究企业、市场，
研究行业发展，在老百姓想
干而干不成的方面搞好服
务。

全全市市疫疫病病防防控控暨暨畜畜牧牧兽兽医医工工作作会会召召开开
副市长与各分管县市区长签订“责任状”

副市长任晓旺与各分管县市区长签订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状。 记者 杨淑君 摄

本报聊城4月4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邹宁)
在4月1日举行的全市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暨畜牧兽医
工作会上，记者了解到，2017
年，聊城要大力实施“11155
工程”，着力提升畜牧产业
化水平，加快推进总投资近
54亿元的12个重点畜牧项目
建设，确立了全市畜牧产业
4000人脱贫的任务目标。

在介绍2017年聊城畜牧
兽医重点工作时，聊城市畜
牧兽医局局长王绍军指出，
要大力实施“11155”工程。重
点发展生猪、家禽、肉羊、肉

驴、牛五大主导产业，到2019
年，全市生猪饲养量达到
1000万头、家禽饲养量达到
10亿只、肉羊饲养量达到500
万只、母驴饲养量达到10万
头、牛饲养量达到50万头。

要积极推进肉驴养殖
工程。着力提高母驴的存栏
量；建设肉驴屠宰和深加工
企业，完善驴产业链条；推
广杂交改良等先进技术，挖
掘产业发展潜能，提高产业
发展质量；加快推进养驴产
业与旅游的融合；继续做好
养驴扶贫工作。争取通过3-5
年的时间把聊城打造成全

国优质毛驴繁育和产业加
工基地。

要积极做好项目资金
扶持。邀请国家级专家把脉
聊城畜牧业，同时制定《聊城
市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划》。重
点抓好茌平兔产业文化园的
规划建设，加快畜牧与娱乐、
欣赏、品尝、购物、休闲一体
化的旅游产业融合。

在重点项目方面，加大
膨胀、扶持现有大中型涉牧
企业力度，补短板，拉长产
业链。加快推进12个重点项
目建设，项目总投资53 . 39亿
元。鼓励发展新型经营和服

务主体，推动新型合作组织
建设高标准养殖基地。

继续做好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扎实做好疫病监测
和人畜共患病防控，依法治
牧，做好兽药、饲料和畜禽
屠宰监督管理，加强动物卫
生监督执法，保障畜产品质
量安全。加快推进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今
年，阳谷县、莘县、冠县、临
清市必须完成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厂建设，完成省局
验收，没有建设任务的县也
要建成收集体系，确保全市
不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大大力力实实施施““1111115555””工工程程

加加快快推推进进1122个个重重点点畜畜牧牧项项目目建建设设

葛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4月4日讯 (记
者 凌文秀) 为继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与发展，近日，“聊城
市文化创意产业——— 非遗
生产性保护发展”座谈会召
开。

会议由聊城市文广新
局艺术科科长穆芳丽主持，
聊城市文广新局党组成员、
聊城杂技团党委书记曲保
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特
邀聊城大学教授、文化创意
研究所所长赵勇豪，聊城大
学民俗研究所所长、非遗学
博士刘昆对非遗工作开展
进行专业指导。聊城市文化
创意产业协会会长、山东康
华传媒集团董事长吴庆豹

代表协会对各位领导专家
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畅谈
了对聊城非遗保护传承发
展的思路和设想。

此次座谈会以促进聊
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开发，构建聊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交流交易
平台为目标，积极推进聊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
化发展，充分发挥聊城丰富
的非遗文化资源，打造非遗
品牌。

会议就下一步如何扎
实推进全市非遗的保护与
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弘扬与传播、项目文化品牌
价值的挖掘与提升等问题
展开了讨论，与会专家分别
就各自开展的传承工作、学

术经验进行了交流，探讨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新途径、新方法。

与会领导和专家一致
认为，非遗最好的保护是传
承和发展，发展是在传统元
素基础上的创新。在确保传
统工艺流程的同时，要有设
计创新和时代特色，文化创
意产品的生产要适应市场
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把非
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推广
出去。可以采取多种商业模
式和生产模式，带动传承人
加入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
与生产，增加他们的收入。
以“新媒体、新金融、新技
术、新商品”为战略手段，通
过新的文化创意产业更好
地传播和发展非遗文化产

业。
下一步，协会将系统梳

理文化资源，依托聊城市文
化创意产业协会成立聊城
市 非 物 质 遗 产 发 展 委 员
会，会员会以“宣传、保护、
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宗旨，提升人民群众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意识，开发文化创意产品，
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推动
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技术新
业态相结合，与现代生产
生活相融合，促进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拓展传播渠道，将非
遗产品产业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以文化产品作为城
市名片，增强聊城地域文
化影响力。

聊聊城城将将深深挖挖文文化化资资源源推推进进非非遗遗保保护护发发展展
以文化产品作为城市名片，增强聊城地域文化影响力

本报聊城4月4日讯(记者 杨
淑君) 记者从聊城交通运输部门
获悉，日前，有关部门公布了山东
省第三批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名
单，聊城东昌府区、阳谷县名列其
中。

据悉，继2011-2015年聊城茌
平、高唐、莘县、临清、东阿、冠县分
两批完成村级公路网化示范县建
设任务后，东昌府区、阳谷县被列
入全省第三批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名单，将在2016-2018年获得省
财政补助资金17628万元，用于两县
(市)1469个行政村的公路建设，现
已到位资金5300万元。

三批全省村级公路网化示范
县”活动是省委、省政府在前两批
网化示范县建设成果良好的基础
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提高全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提升农村公路通达深度和服务能
力的决定。示范县活动要求在两年
时间内，完成所有行政村和50户以
上的自然村断头路、村与村间必要
连接、1-2条村内大街建设，提倡积
极开展村内通、户户通，实现更高
层次的村级道路网络化。

县活动所需资金，采取“省补
助一块、市县乡筹集一块、村一事
一议解决一块”的方式筹措解决。
省财政按照每个行政村12万元的
标准补助，市财政对示范县每年每
县补助500万元，示范县配套资金
不能低于省财政补助资金的2倍。

两区县入选村级

公路网化示范县

本报聊城4月4日讯(记者 凌
文秀)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获悉，经
研究，确定东昌木版年画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陈娅璇等44人为聊城市第
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为聊城非遗项目的传承再添
助力。

这些人中包括聊城义安成高氏
烹饪技艺传承人高文平，该项目不
仅开辟了聊城饮食技艺成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先河，还成立了聊城首
个非遗传习所，高文平继承了几代
人的烹饪技艺，还把非遗带到职业
院校课堂；也有“唧唧复唧唧，木兰
当户织”，于现代社会重新踏着织布
机制作手工“老粗布”的梁平；还有
带着东阿杂技走南闯北、寻找大山
的孩子传承杂技艺术的季小芳；也
有年仅28岁的聊城市山东梆子剧院
青年演员纵宛宛，年纪轻轻就成为

“台柱子”，承担起本团重点剧目的
演出创作……这44个人每个人都是
一个感人至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故事。

据了解，为鼓励和支持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市
文广新局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各
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推荐申报
的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的材料，进行了认真
评审和科学认定。经研究确定了44
名聊城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44人入选第四批

聊城非遗传承人

注销公告
山东东阿祺福坊阿胶有限公

司，注册号：91371524MA3C2EAX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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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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