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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城、七镇、一带、多节点”

运运河河聊聊城城段段旅旅游游发发展展概概念念策策划划出出炉炉

B03

山东冠慈服饰有限公司，冠县
爱霏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香港爱
霏羽责任有限公司，在全国从来没
设立任何分支网络机构，包括江苏
南京、安徽省等城市。

自2017年9月起，全国凡是以
本公司名义进行的任何活动，网
络营销，属于是个人行为与本公
司无关，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和
经济责任。

声 明

2017年9月20日

本报聊城10月31日讯
(记者 杨淑君 ) 日前，按
照聊城市委、市政府战略部
署，聊城市旅发委、市旅游
发展集团遵照项目控制性
规划，京杭运河生态水系建
设样板段工程PPP模式正
在紧锣密鼓实施，运河聊城
段沿线产业布局策划方面
取得阶段性成果。京杭古运
河聊城段旅游产业发展概
念策划出炉，并面向全社会
征集意见、建议。

京杭运河聊城段穿过
下辖的阳谷县、东昌府区、
临清市境内，全长 1 3 8 公
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南有苏杭，北有
临张”，是古人对京杭大运
河聊城段沿岸著名商埠的
描述。发达的商品经济给
聊城带来数百年的兴盛与

繁 荣 ，被 称 为“ 漕 挽 之 咽
喉、天都之肘腋”，并有“江
北一都会”的美誉，给后人
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化珍藏
和历史遗迹。

京杭运河聊城段产业
项目工作范围包括：京杭
大 运 河 聊 城 段 两 侧 各 约
500米不等，涉及两城、七
镇，几十个乡村，经过乡村
段将整个乡村纳入规划范
围，所形成的规划用地面
积99 . 92平方公里。

京杭古运河聊城段旅
游产业发展概念策划的总
体定位是：以运河为基础，
以水体为纽带，以文化为
灵魂；实施点、线、面三位
一体和大项目开发战略；
通过多层次、多维度产品
体系的构建；形成文化浓
郁、产品丰富、结构合理、

环境优美的运河文化休闲
旅游产业带；成为京杭大
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
与开发的示范与标杆；促
进聊城社会经济的全面发
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全
面振兴。

项目产品系统模型构
想为“两城、七镇、一带、多
节点”。其中，两城为中华
水上古城，临清中州古城；
七镇包括：戴湾乡土文化
小镇、魏湾贡砖创意小镇、
梁水生态旅游小镇、李海
务漕运文化小镇、七级运
金旅游小镇、阿胶养生旅
游小镇、张秋现代旅游小
镇。一带即古运河慢游休
闲带；多节点包括：临清盛
世繁华园、金堤河湿地公
园、张秋上下闸遗址公园、
世界运河风情小镇、望德

楼国际教育小镇、国际温
泉康养度假区、中华海棠
园田园综合体、周店漕运
主题公园、科技文化体验
小镇、森林旅游度假小镇、
古运河美丽乡村。

就具体项目而言，在
中华水上古城策划包含古
镇别院、古风会所、湖韵花
堤、运河赛事；临清中州古
城策划包含中州古城博物
馆、遗址景点、临清民居、
临清古街。在临清盛世繁
华园、金堤河湿地公园、张
秋上下闸遗址公园等多节
点 构 想 策 划 各 类 主 题 园
区、湿地景观长廊、农耕文
化湿地文化体验基地、世
界运河风情社区、特色度
假酒店群、观光体验区、房
车露营基地、乡村创客营、
生态农业基地等。

本报聊城10月31日讯
(记者 张跃峰) 10月30日
下午，聊城裕昌教育发展基
金会走进聊城三中举行颁
奖大会，对聊城三中167名
品学兼优的学生颁发了奖
学金。

据介绍，成立于去年12
月份的聊城市裕昌教育发
展基金会，由裕昌集团出资
1000万元设立，每年产生的
利息用于资助全市贫困学
生及优秀教师，助力聊城的
教育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宗
旨是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完
成学业，奖励教育改革和发

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个人、单
位，资助教育及与教育相关
的项目，积极解决贫困地区
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加快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此次走进聊城三
中，聊城裕昌教育发展基金
会共为聊城三中167名品学
兼优的学生颁发了奖学金。

聊城三中党委书记、校
长赵振林表示，裕昌集团的
善举给全校师生带来了莫
大慰藉和洗礼，每一位师生
都会接过这爱的火炬，学会
感恩，学会回报，将这爱与
善的事业传承和发扬下去。

聊城裕昌教育发展基金会举行颁奖大会

聊聊城城三三中中116677名名学学生生领领到到奖奖学学金金

聊城裕昌教育发展基金会走进聊城三中举行颁奖大会。

本报聊城10月31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杨淑青 李慧) 今后吃韭
菜更放心更安全。11月1日
零时起，聊城全面启动实
施 韭 菜 产 品“ 双 证 制 ”管
理，严禁无《合格证》和《市
场销售凭证》的韭菜产品
进入食用农产品市场、生
产加工、餐饮服务环节。

10月30日，高唐食药
局清平食药所执法人员来
到集贸市场、超市商店深
入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张
贴通告、现场解说、签订承
诺书等方式，向韭菜产品
销售者宣传“双证制”管理
政策，并要求经营者在“双
证制”实施后，认真贯彻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
格查验韭菜产品合格证和
市场销售凭证，留存相关
凭证期限不少于6个月，实
现责任全程可追溯。1 0月
3 1日，记者从聊城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韭
菜产品“双证制”管理是山
东省实现韭菜产品全程质

量安全管控的一项全新举
措，11月1日起，聊城将全
面推进韭菜产品合格证管
理，实现韭菜产品的质量
可追溯。

为建立食用农产品产
地准出与市场准入有效衔
接机制，推动韭菜产品全
面推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
(产地证明)、食用农产品销
售市场凭证“双证制”管理
施行，进一步提升韭菜产
品质量安全，10月下旬，莘
县食药监管局对辖区内农
贸市场的韭菜经营户传达
告知了关于全面推行韭菜
产品“双证制”管理进一步
强化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的
文件。

按照要求，韭菜产品
上 市 ( 批 发 市 场 、农 贸 市
场、商场、超市、便利店，不
含临时性集市)交易时，一
律出具韭菜产品合格证和
市场销售凭证；另一方面
要求进入食用农产品市场
销售以及生产加工、餐饮
服务环节的，必须按要求

出示韭菜产品合格证和市
场销售凭证，保障韭菜产
品做到全程可追溯。

记者了解到，自2016
年起，针对韭菜农残多发
问题，省农业厅把种植0 . 5
亩以上的韭菜种植户都纳
入了监管视野，建立了“韭
菜地图”，数据库信息实时
更新，可以从省农业厅网
站上查询。不过韭菜种植
较集中地区，已经把种植

面积在0 . 2亩以上的种植
户也纳入到“韭菜地图”。
实 施“ 双 证 ”的 基 础 就 是

“韭菜地图”的建立。
按照要求，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未履行检查、报
告等义务的，食药部门将责
令其整改，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
者，责令停业，直至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许可证。

今今天天起起，，聊聊城城人人买买韭韭菜菜要要看看““双双证证””
经营者留存相关凭证期限不少于6个月

执法人员在超市商店开展宣传活动。

自扶贫攻坚以来，为推动精准
扶贫实施，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党
工委、办事处紧紧围绕精准扶贫工
作目标，始终以严的精神、实的作
风，坚持“党建”、“扶贫”两手抓、两
手硬，以抓党建促脱贫，以扶贫成果
检验党建，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工作
在推动精准扶贫中的助推器作用。

一是狠抓作风建设。加强对党
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大力推进作风
建设，以严格的纪律要求保障精准
扶贫责任落实。

二是发力正风肃纪。通过组织
开展“两学一做”、观看警示教育片
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守纪
律、讲规矩的思想觉悟，进而贯穿
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去。

三是从严督查执纪。纪委不定期
进行专项督查，采取走访群众、集中
谈话等方式，严肃查处发生在精准扶
贫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对发现的违规
违纪行为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四是强化社会监督。围绕脱贫
攻坚主线，抓好惠民政策落实，群
众监督包户干部尽职履责，确保

“两不愁、三保障”政策真正得到兑
现，切实保障脱贫成效。 曹现龙

莘县莘州街道

聚精会神抓党建

一心一意促脱贫

“有了这本手册，我们了解精准
扶贫的各项政策和信息更方便了。”
近日，莘州街道位庄村村民收到《精
准扶贫手册》时说。

为进一步加大精准扶贫各项政
策的宣传力度，全面提高帮扶干部
和贫困户对各项扶贫政策的知晓
率、熟悉度。近日，莘州街道扶贫办
下发了扶贫手册，手册包含家庭基
本情况、致贫原因、帮扶责任人、帮
扶计划、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等六
个方面内容。为准确无误填写手册，
街道召开了全体包户干部专题会
议，街道扶贫办针对如何填写，进行
了详细讲解并且下发了扶贫手册填
写明白纸。会后包户干部立即行动，
深入全街道420余户贫困户家中核
实信息，确保数据准确、真实、完整、
有效，然后挂在贫困户家中。手册各
项内容清晰明了，真正做到了了解
掌握政策“一册明”。 曹现龙

莘县莘州街道

发放精准扶贫手册

让群众“一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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