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
者 李军) 8月11日，全省
发展新经济巡回宣讲活动
启动仪式暨临清运河名城
大讲堂举行，省中小企业局
规划发展处副处长董广山
进行了宣讲授课。据了解，
为认真贯彻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和省委支持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落实全省中小企
业发展新经济经验交流会
工作部署，推动中小企业贯
彻新理念，发展新经济，培
育新动能，省中小企业局决
定成立发展新经济宣讲团，
在全省中小企业系统开展
巡回宣讲，第一轮巡回宣讲
按照计划将在全省各市进
行30余场。

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王
兆春在讲话中指出，发展新

经济是在我国经济新常态
下实现转型发展的必然选
择，是适应科技革命发展需
要的必然选择，是我省实现
由大到强凤凰涅槃的必然
选择。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要求，充
分认识发展新经济的重大
意义，在思想上自觉建立新
经济思维，在行动上自觉用
新经济指导引领工作，在实
践上自觉探索新经济发展
路径，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积极拓展四大发展空
间，补齐七个短板，打造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新优势，结
合当地实际，引导企业走新
经济发展道路。

临清市委副书记、市长
祁学兰介绍了临清市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她指
出，临清市积极响应国家、省

加快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
工程的决策部署，坚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和培植壮大新
兴产业双轮驱动，创业创新
活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
强，对外影响力持续提升。希
望省中小企业局一如既往关
心、支持临清发展，临清市将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强化创
新驱动，实施新一轮技术改
造工程，着力推动传统制造
向智能制造转变，希望企业
家坚定信心、敢闯敢干、勇于
担当，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
伐，为临清经济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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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
者 杨淑君) 日前，2017
年”金蓝领”项目茌平县、莘
县培训基地陆续开班，标志
着2017年全市“金蓝领”培
训项目实施工作正式拉开
序幕。

据悉，“金蓝领”培训项
目是为适应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新旧动能转换要求，
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
通过政府投入财政补贴，鼓
励企业、技工院校校企合
作，联合为企业生产一线培
养高技能人才的一项惠民
工程。

近年来，为加快建设一
支具备高超技艺和精湛技
能并具有工匠精神的高技
能人才队伍，聊城市人社局
联合市财政局，通过加强

宣 传 、扩 大 规 模 、加 大 投
入、强化监管等措施，大力
实施“金蓝领”培训项目。
通过实施这一惠民工程，
企 业 减 少 了 人 力 资 本 投
入，提升了员工素质 ;职工
增强了工作能力，实现了
岗位技能成才。截至目前，
全市拥有“金蓝领”项目培
训基地1 4家，基本覆盖了
全市的重点行业企业和技
工 (职业 )院校，受到了企
业、职工和社会的广泛关
注。据统计，通过该项目已
累计培养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5000余人，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人才支撑。

记者了解到， 2017年
全市“金蓝领”项目计划培
训在职职工2100人，力争达
到2500人以上。今后，该项

目将采取创新培训培养模
式，妥善处理“工学”、“工
考”矛盾，突出校企合作特
色，实现专业设置与企业需
求、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岗

位要求、学习过程与生产过
程等“三个”对接等措施，不
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有效
性，努力打造“金蓝领”培训
项目品牌。

2017年聊城“金蓝领”培训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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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蓝领培训项目开班。

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
者 杨淑君) 近日，“人才
驱动·智汇胶乡—2017院士
专家东阿行活动”走进东
阿，20余位国内顶尖院士专
家，150家规模以上企业主
要负责人参加。

聊城市副市长洪玉振
在活动启动仪式致辞中指
出，近年来，东阿县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工
作，坚持以创新增动力、以
人才激活力，切实增强了产
业转型升级、经济跨越发展
的内生动力。此次活动对于
东阿县增强科技创新的驱
动力、提升人才队伍的支撑
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希望东阿要以此为契机，积
极对接，靠上服务，与各位
院士专家在经济、科技、文
化、卫生、农业等领域展开
全方位的交流合作，争取让
更多先进的技术、项目、理

念在东阿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也衷心希望各位院士专
家把东阿当做科研项目的

“试验田”、技术转化的“自
留地”，帮助东阿破解发展
难题，提供技术项目支持，
加快科研成果落地，促进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聊城市人社局局长程
继峰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
聊城始终坚持“人才优先发
展”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
市、创新驱动战略，全市人
才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
提高，结构不断优化，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
才支撑。这次“院士专家东
阿行”活动，汇集了生物医
学、机械制造、农业等领域
的顶尖专家，必将为东阿县
注入新鲜血液，增加强劲动
力。希望各项目对接单位与
各位顶尖专家学者加强交
流对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希望各位专家尽展
所长，对东阿县以至整个聊
城市的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和建议，确保活动取得丰硕
成果。

会上，宣读了东阿县人
民政府特聘专家及招才引
智顾问名单，并颁发了聘

书。启动仪式前，部分专家
实地考察了东阿钢球集团、
鑫泰机床有限公司、阿华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阿胶生物
产业园和国家黑毛驴繁育
基地。启动仪式结束后，院
士专家与相关企事业单位
进行了现场洽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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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与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现场洽谈对接。

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者 谢
晓丽 通讯员 刘鹏利 ) 8月11
日，聊城市地税局江北水城旅游度
假区分局正式成立，度假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商广生，聊城
市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郝晓伟为
其揭牌。

聊城市地方税务局江北水城旅
游度假区分局主要负责组织江北水
城旅游度假区所辖企业地方税，中
央与地方共享税收入。负责税务登
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纳税评估，
税源调查和日常检查工作。按照管
理权限，办理相关涉税事项的审核，
审批，上报等工作。提供纳税咨询服
务。

聊城市地税局

度假区分局揭牌

本报聊城8月14日讯(记者 杨
淑君) 8月12日，阳谷县举办全域
旅游专题讲座。邀请著名的旅游规
划、研究专家，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山东省旅游项目策划中心
主任陈国忠教授作全域旅游专题讲
座。

陈国忠教授是著名的旅游规
划、研究专家，共主持编制国家级、
省级旅游发展规划或战略研究成果
10项，主持编制了43个县(市、区)、
150多处景点的旅游发展规划，为山
东旅游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天，陈国忠以全域旅游发展
为主题，从“当前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背景与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旅游
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阳谷旅游存在
的主要问题诊断、阳谷旅游发展的
战略性思考、阳谷旅游的主要措施
建议”等四方面做了名为“发展全域
旅游 推进阳谷旅游新突破、新发
展、新跨越”的专题讲座。

讲座结束后，阳谷县委副书记、
县长毕黎明指出，打造全域旅游目
的地，决不仅仅是旅游部门的工作，
要有旅游思维，提前把旅游元素融
入每条路、每座桥、每个建筑、每个
小区、每一条街，经历过时间沉淀
后，都会自成一景；要强化全域旅游
顶层设计；要拓展“旅游+”融合发
展。

据悉，阳谷县目前已经有了好
的旅游发展基础，“武松打虎—英雄
阳谷”的旅游品牌已经打响，正处在
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发展
全域旅游的发展机遇期。阳谷县委、
县政府已经成立了全域旅游工作领
导小组，即将出台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以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推进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新旧功能
转换，构建全域发展新格局。

旅游规划专家
到阳谷讲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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