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篇⑧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2018年，茌平县将以
项目为支撑，借势全市“大
水城大旅游”发展战略，全
面打开全域旅游新局面，谋
求旅游产业突破发展。

2017年，茌平县将旅游
职能由综合科局中剥离，成
立独立旅游工作部门，从机
构、人员、经费、政策等各方
面给予支持，全面打开全县
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编制
茌平县旅游资源分布地图。
着力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
程：积极推动茌平县博平镇
颐养休闲特色小镇的发展，
进一步丰富建设内容，形成
产业与旅游双轮推动态势。
建成金牛湖和浩佳森慢生
活体验区两处具有地域特
色的乡村旅游集群片区。金
牛湖风景区于2017年12月
获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浩
佳森慢生活体验区现完成
投资1 . 9亿元，16000平方米
温室大棚、园艺区、苗木区
等项目已完工。支持枣乡生
态园、小高村畜牧旅游示范
园区、成无已纪念馆等乡村
旅游项目的建设。枣乡生态

园运转良好，生态园所处的
许庄村大力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同生态园相互促进、
配套发展，2017年获评“聊
城市乡村旅游综合体”。小
高村畜牧旅游示范园区已
经建成博览馆、兔舍等设
施，2017年底获山东省畜牧
旅游示范园区认证。投资
547万元，占地4700平方米
的 洪 屯 成 无 己 纪 念 馆 于
2017年12月正式开馆，展示
成无己相关事迹，传播中医
药文化。

2018年，将完成编制
《茌平县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及相关项目详规。尽快
完成编制茌平县全域旅游
发展规划，为全县旅游发展
提供支撑，为全县新旧动能
转换工作助力。乡村旅游提
档升级，进一步实施乡村旅
游精品工程。2018年博平颐
养休闲特色小镇，计划投资
5亿元，完成2号颐养楼、3号
颐养楼和老年大学的建设
工作。金牛湖风景区计划完
成景区亮化和绿化提升工
作。浩佳森计划投资0 . 6亿
元，完成民俗风情街、农业
示范区、度假木屋、水上俱

乐部等项目的建设。小高村
畜牧旅游示范园区计划建
设穹幕电影院、及其他附属
设施。旅游扶贫攻坚克难。
督促落角园、朱楼农家乐项
目在6月份完成，监管旅游
扶贫资金正确、合理使用，
使项目尽快产生效益，让贫
困户受益，凸显旅游扶贫成
果。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
条件。计划在金牛湖风景区
建设游客综合服务中心一
处、旅游公厕5座。枣乡生态
园、慢生活体验区、四照楼

风景区、博平颐养山庄等乡
村旅游点建设咨询中心，免
费提供旅游地图、产品信息
等资料。继续加强涉旅行业
管理。抓住重要时间节点，
继续加强涉旅行业管理，加
大培训、检查力度，突出行
业安全集中整治，确保涉旅
企业运营秩序及行业安全。
加大乡村旅游宣传推广力
度，有计划实施“乡村旅游
后备箱”工程。重点打造茌
平圆铃大枣、茌梨等旅游商
品品牌。

借势全市“大水城大旅游”发展战略

茌茌平平县县全全面面打打开开全全域域旅旅游游新新局局面面

茌平金牛湖景区。

在寿张镇闫集村，贫困
户鲁更银不等不靠，依靠
自己的双手，实现了脱贫。
初见鲁更银时，他正骑着
垃圾小车回学校，行动虽
缓慢，但却是自己一步步
骑着过来。鲁更银今年 7 2
岁，本应该是享清福的日
子，却工作充实活得舒服
坦然。

鲁更银年轻时曾常年
外出打工，随着年龄的增
长，2007年时，闫集小学招
募学校看门人。从此，他便
住在了学校传达室。这一
住，就是十几年。工资能够
解决每个月的吃喝。他自己
也很满足。2016年，扶贫政
策涵盖范围更广，闫集村将
鲁更银等五保户、低保户纳

入贫困户范围内。村委考虑
到他的实际情况，率先为鲁
更银家进行危房改造。鲁更
银考虑到自己住在学校，想
着把房子租给别人做生意
使用，这样一来房子不至于
空闲，而且自己还有租金可
收。2016年，鲁更银被聘为
村里的环卫工人，这令他十
分高兴。

如今七十岁的鲁更银，
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脚踏
实地的苦干精神，在众多贫
困户中争当脱贫先锋。在
2016年，贫困户调查中，五
保、看大门、租房、环卫工人
等几项收入相加大于贫困
户标准，鲁更银自动退出贫
困户。

(郭素彦 汪林林)

阳谷脱贫户鲁更银：唯有自立，才能脱贫

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
前提。阳谷县侨润街道找准
自身定位，因地制宜、实事
求是，通过就业扶贫、金融
扶贫、医疗扶贫、技术扶贫、
保障扶贫等措施，巩固精准
扶贫工作成果，实现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双促进、双提

升。
街道积极与辖区企业

积极沟通，对有劳动能力和
有劳动技能的50余户贫困
户，帮其解决了就业问题。
街道还积极开展金融扶贫
工作，利用市县金融扶贫优
惠政策，先后推荐阳谷恒晶

光电、顺达纺织等30多家企
业、合作社进行金融扶贫生
产贷款，带动帮扶辖区贫困
户增收致富。对因病致贫的
贫困户，通过组织开展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实现了应保
尽保，解决了贫困户看病报
销问题。街道还组织各类就

业培训活动，使贫困户学习
掌握一项劳动技能，提高了
致富能力。街道还对无劳动
能力的贫困家庭，通过多走
访、多慰问，帮助他们及时
解决生活生产中的困难，让
贫困户真正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温暖。 (郭素彦)

阳谷县侨润街道：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孙书记又来学雷锋
哩！你来的够早哩！”“嗯，早
来会，浇完他家的趁着河里
有水把我家的也浇浇去！”3
月6日下午。侨润街道西迷
村支部书记在贫困户孙继
忠家麦田里边干活边和邻
地的孙继福说笑着。

“这几年孙书记带着村
里的党员干部没少帮了俺，
孩他爹腿残疾后，是孙书记
带着村里的干部帮俺又撑
起一片天！”孙继忠的媳妇
李广霞激动地说道！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确
保辖区困难群众能顺利完

成春灌，街道党工委要求
各管区、社区村党员干部、
帮包干部把办公地点搬到
田间地头和贫困户家中，
与村委会密切结合，对600
余户贫困户种植面积、劳
动力、春灌时间安排进行
摸底，与缺乏劳动力的家

庭帮扶结对，特别是对因
病、因残、缺劳动能力的贫
困群众重点帮扶，帮助解
决春灌难题，确保春灌工
作有序进行。通过抓好春
灌生产，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

(郭素彦)

村干部帮俺撑起一片天

“这是党委政府给我盖
得房子，快进来，快进来”，
当我们来到魏庄镇西江店
的李合贵老人家中时，他激
动的邀请我们进屋里坐坐。
前两年李合贵老人连个像
样的家都没有，魏庄镇党委
政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

过危房改造工程为他安了
新家，让老人居有定所。

解决贫困户住房困难
是因户施策、精准帮扶的重
要举措，魏庄镇党委政府为
切实解决贫困户的住房需
求，积极入户走访，认真做
好贫困户房屋危险性鉴定

和补助对象的精准核实工
作，过去一年魏庄镇为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改造危房46
户，切实提高了困难群众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是
惠及百姓、改善民生的一
件大好事，为顺利推进农

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近
日，魏庄镇组织工作人员
扎实开展贫困户危房改造
摸底排查工作，现阶段已
上报高月先等17户至县扶
贫办和住建局，目前等待
评估。

(李敬 王艳涛)

危房改造让莘县魏庄镇贫困户安新家

美丽乡村一直是村民
们所向往的“终极”生活环
境，从前，古城镇西曹营村
是卫生脏乱、道路狭窄泥泞
的省定贫困村。如今，借助

脱贫攻坚的东风，曾经的贫
困村蝶变成环境优美的绿
化文明村。

阳春四月，万物生长，
再走进西曹营村发现村内道

路平整、环境整洁，家家户户
门口放置着垃圾筒，樱花、玉
兰、海棠……绿色植物布满
了村内主干道。据支部书记
介绍，这是省派第一书记，积

极协调相关绿化扶贫资金，
完成绿化种植，不仅美化了
村庄，而且带动了村民的精
神面貌，大大提高了村民的
生活幸福感。 (张露)

莘县古城镇扶贫村“扶出”绿化文明村

4月18日，阳谷县安乐镇驻后屯
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妇联主席张丽
(右)向贫困户刘金芳了解有机吊西
瓜销售情况。张丽自前年以来，先后
争取资金21万元，建温室大棚。承包
给贫困户，帮助贫困户引种日本西
瓜王子吊西瓜和圣女小西红柿，并
解决生产，技术和销售难题。吊西瓜
未成熟已以每公斤12元的价格被超
市订购。 (张培月)

扶扶贫贫吊吊西西瓜瓜

按照省、市、县脱贫攻坚专题会
议部署要求，莘县樱桃园镇党委、政
府注重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扶
贫，在脱贫攻坚中注重发挥积极作
用。

该镇党委统战部门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的作用，引领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生动实践，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结对帮扶，坚决打赢扶贫精准
脱贫攻坚战。镇党委统战委员、扶贫
办主任等深入辖区活动场所，将结
对帮扶倡议书印发给活动场所，向
他们大力宣讲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
列指示精神，使全镇社会力量迅速
参与到扶贫攻坚工作中来。在镇党
委统战部门的宣传引导下，去年春
节前，该镇社会力量共为40户贫困
户每人送去一桶油、一袋面。

(李海国)

莘县樱桃园镇脱贫攻坚注

重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孙广才是王庄集镇孙庄村卫生
室的责任医生，从去年9月份起，他
有了新的身份——— 王庄集镇孙庄村
家庭医生。在今后的一年内，他将帮
助开展村内的农村医疗卫生和健康
扶贫工作。

王庄集镇推行的“家庭医生”扶
贫政策，由镇卫生院和临床医师、护
理人员以及公卫人员组成的技术指
导团队，为提高贫困户的医疗、保
健、预防、康复和健康指导等卫生服
务水平，充分发挥村内卫生服务机
构及医护人员的作用，健全家庭医
生式服务制度。

王庄集镇通过打造“家庭医生”
扶贫品牌，让贫困村民进一步了解
了健康扶贫优惠政策，密切了家庭
医生和签约贫困户的关系，为全面
推进脱贫攻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曹松)

莘县王庄集镇

打造“家庭医生”扶贫品牌

挂失声明
高唐县捷佳运输有限公司，

车牌号为鲁P82418(黄)营运证丢
失，证号：371526303320。声明作
废！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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