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 4月 2 5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 2018年，聊城市
高新区将坚持全域旅游发
展新理念，突出地域特色，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突出
融合创新，大力培育旅游
新业态，助推全区旅游业
又好又快发展。

2017年，聊城市高新
区围绕“打造产业高地、建
设富美新区、三年跨入国家
级高新区”的目标，以构筑
现代产业体系为抓手，以招
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为
支撑，凝心聚力、创新实干、
锐意进取、克难攻坚，全区
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
业素质不断提升。大项目建
设突飞猛进，产业体系日臻
完善；乡村旅游精彩纷呈，
产业发展不断激发；旅游统
计和信息报送及时，旅游发
展水平不断提升。

2018年，高新区将加
强组织领导，提高重视程
度，建立县级领导联系重
点项目责任制，对全区重
点项目实行“任务书、责任
单、时间表、流程图、标准
线、考核帐”，把任务细化
分解到县级领导和具体部
门，形成“领导有项目、部
门有责任”的强大的项目
建设工作合力。加强招商

引资，制定优惠政策。根据
旅游发展的新形势，深入
开展研究国家旅游优惠政
策，因地制宜加强招商引
资，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适
合本地的招商优惠政策，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全面支
持。坚持“四个引领”，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坚持政治、
目标、互动、持岗引领，出
台《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3111”人才工程实施
办法(修订版)》，以人才集
聚助推跨越发展，以人才

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2018年，高新区将着

力推进旅游项目建设，打
造新产品，发展新业态，形
成新亮点，推进旅游业新
旧动能转换。加快推进九
州洼月季公园项目。计划
2018年10月底完成整个公
园项目的调式扫尾工作，保
证园区整体竣工，并开展A
级景区申报工作。加快推进
古漯河生态旅游项目。完成
项目可研、环评、立项等手
续及PPP+EPC相关程序，

尽快启动园区建设。加快推
进洲际假日酒店项目。争取
于2019年投入使用，填补高
新区星级酒店空白。加快推
进聊城芳香无比博览园建
设项目。2018年种植薰衣
草、榉树等芳香植物1200
亩，进行园区道路硬化，完
善园区配套设施。五是加快
推进“梦幻后姜”项目。目前
已建成的8大主题院落已开
始试营业，未完成院落正在
有序推进，年底前完成建
设。

打造新产品，发展新业态，形成新亮点

高高新新区区推推进进旅旅游游业业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

九州洼公园内景观效果图。

2018年，高新区旅游业
发展将以项目开发为推动，
积极促进旅游业新旧动能
转换，大力实施“旅游+”，促
进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旅游+康养”融
合。山东九州生物产业园引
入山东九州产业园旅游有
限公司等旅游企业，先后成
立三大健康养生协会，发展
健康产业。2018年园区将围
绕国际级生物医药工程实
验室、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
展馆建设，致力打造成省级
研学旅行及中医药健康养
生营地。

促进“旅游+互联网”融
合。高新智汇谷项目占地约

1000亩，建筑面积约120万平
方米，高新智汇谷项目深耕
农电商产业链，以资本+资
源促进聊城农业发展，计划
打造6516个“一村一品馆”，
构建村掌柜O2O运营平台，
为旅游特色农产品提供良
好的互联网平台，是一二三
产业融合，新旧动能转化，
产城文旅一体的高新智汇
平台。

促进“旅游+农业”融
合。积极推动乡村旅游点提
档升级，刺激旅游消费，推
动全区乡村旅游更好更快
发展。完善建设集产业化种
植采摘、观光旅游、运动体
验、特色文化休闲、科教宣

传于一体的泉润农业产业
园、汇诚农业园及田园牧歌
生态园。田园牧歌计划新增

“南果北种”项目，计划建成
约5000平米温室，室内引入
香蕉、柑橘、芒果等南方水
果种植，并增设配备餐饮设
施，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乡村
旅游体验。崔庄乡村旅游综
合体将进一步完善乡村旅
游及餐饮配套设施建设，进
一步扩大经营范围。

促进“旅游+扶贫”融
合。创新产品开发，使乡村
旅游与扶贫有机结合，推广
乡村旅游合作社模式，鼓励
社会资本投入，完善基础设
施。抓好现有乡村旅游点的

提档升级，推行“六小”(停车
场、咨询点、站牌、标识、购
物店、卫生站)标准，实行“三
改”(改水、改厕、改厨 )“一
整”(整治院落)和后备箱工
程(把土特产装满后备箱)，
为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
和脱贫致富搭建良好平台。

同时，高新区坚持把宣
传 推 介 作 为 打 造 特 色 品
牌、发展旅游事业的有力
举措，坚持“走出去、引进
来”的做法，内聚共识、外
树形象，把宣传推介作为
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开发的
重要手段。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高高新新区区大大力力实实施施““旅旅游游++””促促进进旅旅游游产产业业融融合合发发展展

本报聊城4月25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高
文秀) 4月21日至5月13日，
东阿牡丹观光周活动在东
阿县黄河艾山万亩牡丹园
举办，期间除了可以观赏国
花牡丹，还有各类丰富多彩
的活动、各色美食和精彩演
出。

4月21日上午，东阿县第
二届油用牡丹观光节开幕式
在东阿阿胶大剧院隆重开
幕。东阿县是中国油用牡丹
之乡，其中沿黄所建的艾山
万亩牡丹园是全国单体面积
最大的牡丹立体种植园区，
总占地面积1万余亩，园区以
油用牡丹立体种植模式为基
础，以特有的山水自然景观
为载体，是集旅游观光、休闲
养生、文化展示为一体的休
闲观光产业园区。

黄河艾山精品牡丹园
位于东阿县铜城街道办事

处艾山村艾山脚下，是东阿
黄河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
景点，园区始建于2013年10
月，种植面积大约50亩，从
空中俯瞰，整个牡丹园的设
计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图
案。其中，每一个花瓣种植
一种颜色的观赏牡丹，共种
植了国内9大色系，30多个
品种观赏牡丹。

近年来，东阿立足自身
优势和资源特色，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
目标，逐步完善旅游发展规
划，加快建设旅游基础设
施，不断创新旅游体制机
制，将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
柱产业大力培育，以旅游业
的大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质效的大提升。

据悉，本届牡丹观光节
活动将持续到5月13日，除
了牡丹节开幕仪式，还安排
了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广

大游客可以欣赏精彩的马
戏嘉年华演出，也可以参加
牡丹花美术写生、微拍东阿
牡丹花节摄影大赛，还可以
品尝以黄河鲤鱼和驴肉火
锅为代表的美食盛宴。另
外，艾山寻爱”相亲活动、旗
袍展演、“游鱼山美景，诵国
学经典”教学研修、旅游商

品展销等一系列活动也将
陆续举办。

四月的胶城，国花牡丹
花开正美，牡丹节将迎接八
方来客。步入精品牡丹园，
亦或是走进艾山村，将看到

“花如海、人如潮”；“酒美春
浓花世界，得意人人千万
态”。

持续到5月13日，赏花、品美食还有系列精彩活动

东东阿阿县县举举办办牡牡丹丹观观光光周周活活动动

万亩牡丹盛开，喜迎八方来客。

自开展孝德扶贫工作以来，莘
县河店镇贫困老人的生活质量得到
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了爱老、敬老的
良好风尚。

加大宣传力度。河店镇各村庄通
过大喇叭广播等形式不断加强宣传
力度，确保孝德扶贫工作深入人心。
对于各村不孝敬父母的子女，管区、
村委主动靠上去，讲道理、做工作。

加强后续考核。河店镇组织扶
贫办、办公室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小组，对各村庄孝德扶贫开展工作
进行考核。并且每个季度末各村庄
将本村孝德扶贫工作开展情况予以
公示，以放榜的形式对孝敬父母的
子女予以表彰，将孝德扶贫工作真
正落实到实处。 (王尚飞)

莘县河店镇

孝德扶贫显成效

今年以来，王庄集镇党委政府
始终坚持以抓好党建，促进全镇脱
贫攻坚工作，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
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
用，让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发挥好模
范带头作用。

王庄集镇全体干部职工每月多
次深入贫困户家庭开展调研、走访
慰问，并有针对性的为贫困户制定
帮扶计划。

据了解，王庄集镇党委主要领
导将脱贫攻坚工作亲自抓。通过责任
层层压实，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在脱
贫攻坚中的组织领导，帮助贫困户解
决实际困难。结合当前基层党建“五
化”建设载体，专门安排有意愿、有路
子、有能力的党员联系帮扶困难户，
通过帮助就业、帮助创业等多种渠道
方式，构建党员帮扶网络，增强脱贫
攻坚工作驱动力。 (曹松)

莘县王庄集镇

构建党员帮扶网络

莘县燕店镇着重发展扶贫产
业，充分利用专项扶贫资金，整合涉
农资金，力争实现每名建档贫困人
口都有产业收益覆盖。

同时，该镇还继续扩大“邻里互
助护理”覆盖面；坚持扶贫与扶志相
结合，增强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意
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继续做好民
营企业、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参与
扶贫工作，营造脱贫攻坚浓厚氛围。

(付勇)

莘县燕店镇

着力抓好扶贫工作

挂失声明
聊城市信义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2018年3月21日开具给新疆西
域金锄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
3700172130，发票号码：20271086，
金额壹仟柒佰零玖元肆角整，税
额贰佰玖拾元陆角整，价税合计
贰仟元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
票联和抵扣联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

挂失声明
聊城信格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开具给温陈办事处的山东增
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3700172320，发票号码：26055186(金
额：肆仟元整)，26055187(金额：贰
仟柒佰贰拾伍元整)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临清市鸿林饭庄税务登记证

副 本 不 慎 丢 失 ，鲁 地 税 聊 字
37250219611011087XP0号，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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