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4月11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2018年，东昌府区将
着力抓好重点项目策划、跨
界融合、旅游商品开发、行
业管理等工作，力争实现接
待游客710万人，同比增长
15%，旅游总消费25 . 5亿元，
同比增长13%的目标。

2017年，东昌府区完成
旅游项目总投资4 . 5亿元，
新建成海底世界、科幻世
界、天乐度假别墅、上林苑
养生餐厅、中医药博物馆、
鲁西葡萄生态园葡萄长廊
等旅游新亮点10余处，新增
旅行社或营业部7个，旅游
非星级酒店1家。全年共接
待游客618 . 7万人次，同比
增长14 . 8%，实现旅游总收
入 2 2 . 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 . 1%。实施旅游厕所革命，
建设旅游厕所17座并通过
了省、市旅发委验收。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创建了3家聊城市
乡村旅游综合体，1家国家
2A级景区。同时，积极配合
全市京杭运河(聊城段)沿线
生态水系东昌府区样板段
工程的开发与建设，项目征
迁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018年，围绕确立的重
点工作和目标，在推进重点
项目招商和建设方面，突出
运河文化特色，全力打造梁
水镇运河文化风情小镇。依
托马颊河林场湿地规划，积
极对接招商引资，打造精品
生态湿地公园。突出葫芦特
色，以堂邑古镇为依托，打造
堂邑民俗---葫芦文化乡村
旅游综合体。加快万达欢乐

小镇建设步伐，打造集休闲
娱乐、商业购物、文化展览为
一体的休闲文化旅游综合
体，预计2019年10月份开业。

在跨界融合，培育旅游
新动能方面，加快旅游产业
跨界融合，与农业、文化、水
产、体育等行业深度融合，
发展研学旅行、养老养生、
休闲垂钓、体育健身、中药
健康等旅游新业态。与文化
融合，开发运河文化、非遗
文化、葫芦文化和红色文化
等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培育
具有国内影响力的文化旅
游精品。与农业融合，利用
梁水镇、侯营丰富的农业资
源，打造新型乡村田园综合

体。与教育融合，根据《山东
省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
求，确定东昌上林苑、天乐
庄园为研学基地，开发富有
该区特色的研学旅行产品。
与水产融合，以陈化屯龙兴
雨垂钓基地为依托，加快项
目建设，打造集鱼类观赏、
垂钓赛事、蔬果采摘、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
区。与颐养健康行业融合，
以上林苑中草药种植为基
础，突出中药养生，开发中
药健康、养老养生旅游。

同时，不断提高管理服务
水平，2018年将合理布局，高
标准建设旅游厕所42座，择址

建设集旅游展示、旅游咨询、
交通指引、智慧旅游为一体的
旅游集散中心，为游客提供方
便快捷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
成立旅游行业协会，积极发挥
行业管理作用。启动旅游后备
箱工程，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
旅游商品、农副产品，放大旅
游富民成效。

此外，实施旅游扶贫富
民工程。指导黄西村、张堤口
村、大徐村、许堤口村等四个
省级贫困村合理利用扶贫资
金，完善村庄或景区基础设
施建设，发展大棚采摘、休闲
垂钓、特色农家乐、传统手工
体验等一系列旅游产业，带
领农民脱贫致富。

东昌府区将抓好重点项目策划、跨界融合、旅游商品开发、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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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聊城新建成的海底世界。

本报聊城4月11日讯(记
者 张超) 《985核心密卷》
预订以来，以较高的原创
性、实战型和针对性获得不
少“备考”家庭的高度关注
和一致好评，现第二批预订
接近尾声，数量有限，欲购
从速。详情添加齐鲁今日聊
城微信公众号了解，进行线
上支付，地址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编辑部(开发区友联
文化城5楼东区)，详情致电
8451234。

据统计，2017年夏季高
考，全国高考I卷数学与2017
年《985核心密卷》中的相似
题型分数达57分，不少考生
倍感欣喜，不少考生考后进
行比对，如高考I卷的数学卷

与《985核心密卷》中的第三
卷，英语全国2卷与《985核
心密卷》的第四卷，数学全
国卷3《985核心密卷》第一
卷等均有不少相近题型，高
考核心必考点、核心真题题
型助力考生取得满意成绩。

试卷由全国数十所名
校一线骨干教师联名编写，
原创性强，注重训练的实战
性和实效性。试卷深耕细
作，巧妙命题，紧跟出题思
路，押中原题的概率高，是
多所名校高考前必不可少
的实战模拟训练试卷。《985
核心密卷》是由全国资深命
题专家根据高考规律研发
的，帮助2018年高考学生复
习备考的押题试卷。本产品

包含文科密卷(含：语文、文
科数学、英语、文综)和理科
密卷(含：语文、理科数学、
英语、理综)两个系列，每个
系列各科六套试卷。每套试
卷试题高度原创，材料新
颖，设置巧妙，答案规范，且
题型、题量、结构、主要考查
点与高考考卷完全相同，是
帮助2018年高考考生快速
提分的好帮手。

试卷完全遵照《2018年
高考考试说明》命制，每个
试题均为原创试题。本产品
秉承高考命题科学严谨的
风格，在选取材料、设置问
题、给出答案等方面精益求
精，让训练高效。

在制作历年高考试卷

双向细目表的基础上，分析
比较考点及考查角度的变
化规律，组织全国资深专家
团队命制试卷。2017年的

《985核心密卷》大面积押中
当年高考真题，获得用户一
致好评。

2018高考，你与名校，就差一套《985核心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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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即可在线预订

本报聊城4月11日讯(记
者 谢晓丽) 近两天，聊城
温度不断回升，最高温度回
升至25℃左右。但随着一股
弱冷空气的来临，聊城的升
温天气将受阻，预计12日傍

晚到13日白天全市有小雨，
气温下降。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
12日傍晚到13日白天聊城
市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
程，14日白天北风4～5级

阵风7～8级，冷空气过后
低温下降幅度6℃左右，最
低气温6℃出现在14～15
日晨，请做好防雨防风工
作！

具体预报如下：12日：

多云转阴局地有小雨，南风
2～3级，12～22℃；13日：阴
有小雨，南风转北风2～3
级，9～19℃；14日：多云转
晴，北风4～5级阵风7～8
级，6～17℃。

今明两天全市又将迎来小雨天气

冷冷空空气气过过境境，，温温度度下下降降66℃℃左左右右

莘县燕店镇把困难群体大病医
疗救助和医疗特惠保险工作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多措并举，确保贫困患
者有钱看病。

燕店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
则，严格规范申报、核查、审批程序，
实行本人申请、村(居)评议、乡镇审
核、县民政局审批、银行发放的运行
机制，保证了救助工作的公开、公
平、公正。

燕店镇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
“特惠保”政策覆盖了全部建卡立档
贫困户，既有基本医疗保险托底，又
有大病保险专项帮扶，还有医疗机
构减免、民政医疗救助、医疗商业保
险全方位补充，切实减轻了贫困人
口负担。 (付勇)

莘县燕店镇

推进医疗特惠保工作

近日，莘县古云镇积极开展“雨
露计划”扶贫政策宣传活动，将“雨
露计划”职业教育扶贫助学补助政
策落实到位，通过广泛宣传、统筹安
排、严格审核，切实将2018年度“雨
露计划”申报工作落到实处。

一是落实责任，宣传到位。该镇
成立领导小组，落实“雨露计划”的
相关工作，责任到村、到人，做到信
息准确、对象符合、程序到位、上报
及时，确保“雨露计划”扶贫工作顺
利实施。充分利用村务公开栏、宣传
橱窗等醒目位置，张贴宣传资料和
发放宣传手册。

二是全面摸底，精心组织。按照
“精准识别，实事求是”的原则，古云
镇坚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将符合条
件的对象登记造册，让贫困家庭子
女了解补助政策和申请流程，对申
请资助的学生信息仔细核对、规范
操作、严格审核，确保扶真贫、真扶
贫、应享尽享。 (郭宪举)

莘县古云镇

做好“雨露计划”申报

为促进脱贫攻坚再提升，近日，
在莘县徐庄镇党委的发动下，该镇
开展大走访活动，组织干部前往贫
困户家中面对面了解情况，详细制
定脱贫提升措施。

通过进村入户开展慰问，认真
核对贫困户信息，详细询问贫困户
收入来源，准确掌握返贫户、未脱贫
户、新纳入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实
际需要，该镇全面摸清了脱贫可享
受政策贫困户基本情况，并制定具
体帮扶提升计划，明确帮扶任务，以
实际行动帮助贫困户实现稳定脱
贫，确保工作不作秀、不变形。

徐庄镇包户干部李旭东表示：
“在镇党委的带领下，将尽自己最大
努力，切实帮助贫困户脱贫提质增
效。” (张帆)

莘县徐庄镇

开展脱贫攻坚大走访

挂失声明
梁 志 霞 ( 身 份 证 号 码 ：

132425196605160021)，坐落于原聊城
市花园南路2号，聊房权证改字第
1—06061号的房屋，于2003年已拆
除，有关拆迁手续(房产证及协议)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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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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