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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 1日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 5月1 9日至2 0日，
5 . 19中国旅游日暨聊城旅
游特色产品推介会在聊城
野生动物园举办，聊城旅
游产业展示、聊·胜一筹+
乡村旅游农产品展示、民
俗展演、舌尖上的聊城等
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充分展现了当前聊城旅游
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得知这里举办中国旅
游日的大型主题活动，游
客们纷至沓来，聊城野生
动物园的停车场早已无法
满足到场游客的需求，通
往动物园的道路两侧，也
停满了各种车辆。

记者在现场看到，首
届“旅游特色产品推介会”
围绕聊城市以及开发区旅
游 产 业 主 题 内 容 进 行 布
展，共分为一个主展区和
两个副展区。主展区为聊
城市及开发区旅游状况主
展馆，内容包括“魅力聊城
逍遥游”、“聊胜一筹+乡村
旅游”、“演艺开发区”、“聊
城古城展区”4部分。此外，
副展区为旅游产品重点推
介，内容包括“乐游聊城”、

“ 聊城有礼”、“文化创意
产业”以及“舌尖上的聊城
(户外)”，“红色记忆”、舌
尖上的聊城等板块。各种
工业、农业、文创旅游特色
产品，琳琅满目，让前去参
观的游客应接不暇。“原来
聊城的特产这么多，这下
出 门 知 道 给 朋 友 带 什 么

了！”一位到场的聊城市民
由衷感慨。

记者了解到，围绕建
设特色鲜明的生态休闲旅
游目的地城市，全市旅游
行业着力推动完善旅游规
划、推进大项目建设、突破
乡村旅游发展、加快市场
主体建设，全市旅游经济
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良
好势头。经济开发区结合
区域的地位优势，成功打
造了“聊城野生动物园项
目”、“国环生态园精品体
验采摘项目”，目前正在着

力打造计划投资50亿元的
广东长鹿“休闲博览园”综
合体项目，建成后必将又
一次引爆全省乃至全国。
这些项目作为开发区乃至
全市旅游业的亮点，已成
为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的
重要支撑。

2 0 1 1年国务院确定5
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今年
旅游日的主题是“旅游让生
活更幸福”，旨在让游客通
过旅游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陶冶情操，实现精神愉
悦，获得幸福感。全国、全省

都在今天同时开展一系列
主题活动，聊城举办旅游产
业展示、聊·胜一筹+乡村旅
游农产品展示、民俗展演、
舌尖上的聊城、旅游商品展
示、旅游线路推介等一系列
主题活动。

同时，还举办多种形式
的惠民公益活动，各景区、
星级饭店、旅行社都将推出

“5 . 19惠民旅游措施”，让广
大游客在中国旅游日真正
感到节日的喜庆和温暖，让
更多的人享受旅游的快乐，
感受旅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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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至20日，5 . 19中国旅游日暨聊城旅游特色产品推介会在聊城野生动物园举办。
记者 杨淑君 摄

聊城是农业大市，在创
建和发展国家现代化农业
示范区城市的路程中，通过
综合比较分析，聊城找出了
相较于诸多地区的特点和
优势，将聊城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名称确定为“聊·胜
一筹“，随着聊城旅游业的
蓬勃发展，旅游发展提出
了”旅游+“的发展思路和方
向，此次展会上，聊·胜一筹

+乡村旅游农产品展示便是
其中的丰硕成果。

带着香蕉树茎的大香
蕉、红彤彤的火龙果、鲜艳
欲滴的大樱桃、鲜红亮丽的
小西红柿、可爱的多肉植
物、如鹿角般的灵芝……还
有天然无公害的鹅蛋、鸡
蛋，以及采摘新鲜树莓加工
的树莓汁等产业链延伸产
品，吸引了众多游客的驻

足。
“这些都熟了吗，可不

可以去采摘？”游客们纷纷
询问，采摘的具体地点在
哪，交通方不方便，有没有
停车场，有没有餐厅。不少
到场的游客纷纷表示，自
己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
广阔的空间练就了强壮的
身体和开阔的心胸，现在
城市生活压力大，孩子们

的活动空间也小了，缺少
撒欢调皮的地方，有了这
些大型的采摘园区，让他
们放松身心的同时，也看
看平时常吃的水果是怎么
生长的，在游玩中也增长
见识，尤其是这些无公害
的特色产品，更是平时更
加看重和需求的。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享受采摘乐趣，看重“无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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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21日讯(记
者 邹俊美 通讯员 吕
敏) 5月20日，由聊城市妇
联、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团市委主办，聊城市新华书
店协办的小学生讲故事、中
学生演讲比赛在聊城八中
举行。

经过各县(市、区)及市
属开发区层层筛选认真推
荐的70名优秀选手参加，分
小学和中学两个组别同时
进行，小学组以讲故事为主
要形式，中学组以演讲为主
要形式。经过激烈角逐和评
委们认真、仔细、公正的评
分，共评出小学组、中学组
一等奖各5名、二等奖各8

名，优秀奖各22名，优秀指
导教师70名，组织特等奖4
名、组织优秀奖7名。

此次比赛是全市青少
年第二十四届爱国主义读
书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之一。
活动主题为“百年追梦 全
面小康”，旨在帮助广大青
少年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
斗，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发
展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的
历史进程，着力营造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良好氛
围，深入宣传五大发展理
念。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
立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
念，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
奋斗。比赛中，小学生们的
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声情
并茂，中学生们的演讲或慷

慨激昂、或娓娓道来，精彩
的表现打动了现场评委，引
起了现场观众的共鸣，展现
了聊城市少年儿童昂扬向
上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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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获奖的选手合影留念。

本报聊城5月21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秦琪 ) 5月17
日下午，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隆重举行“不忘初心跟党走”新团
员入团仪式。来自各系共计500余
名团员参加。学校党委委员、副校
长白来生出席并作寄语，仪式由
校团委书记王玉青主持，学生处
各科长及各系团总支书记在主席
台就座。

入团仪式前，与会领导与各
位团员共同观看了团中央统一制
作的《入团第一课》视频材料，团
委书记王玉青首先说明举行入团
仪式的重要意义，学生处王文光
科长宣读了新团员名单。出席活
动的各位学校负责人为新团员代
表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随后，
全体新、老团员在团旗下庄严宣
誓，老团员代表宣读了《团章》中
有关团员义务和权利的条款。新、
老团员代表分别发言。

白来生在讲话中代表学校党
委向刚刚加入团组织的新团员表
示热烈祝贺。他希望广大共青团
员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体现先进性，提升先进性，
努力做合格的共青团员。同时强
调，团员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认真学习祖国悠久
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感恩祖国为
青年成长提供的资源和条件，热
爱祖国；刻苦学习书本知识和实
践知识，不断增长本领；在日常生
活中诚实守信，传播社会正能量；
尊重师长，团结同学，友爱互助。
仪式在豪迈的团歌《光荣啊，中国
共青团》中活动圆满结束。

庄重、热烈的宣誓仪式，使同
学们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一
次严肃而庄重的教育。同学们纷
纷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一定会团结勤奋，锐意进取，以实
际行动展示共青团员的先进性，
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学一做”。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

学校举行入团仪式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举行入
团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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