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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梦飞) 14日，山东省地方史
志办公室与聊城大学交流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暨《京杭大运
河山东段志》编纂工作启动会
议在聊城大学举行，同日，全
省首个地方史志系统运河文
化研究基地、首家省方志馆分
馆揭牌，落户聊城大学。

省十一届政协副主席、聊
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顾问许
立全，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
员、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聊
城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旋
宇，聊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蔡先金，聊城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王昭风，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院长吴欣，以及
省史志办和聊城大学运河学
研究院有关人员，省内运河沿
线的枣庄、济宁、泰安、德州、
聊城5市及有关县(市、区)史
志办相关负责人等40余人参

加会议。
聊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蔡先金在致辞中向与会人
员介绍了聊城大学的基本情
况、发展历程、优势学科以及
运河学研究院的基本情况。蔡
先金介绍，近年来，运河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愈益受到国家
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京杭大运
河山东段全长约650公里，是
大运河通航条件最困难、维修
保护工程技术最复杂、最巧妙
的河段，是南北航道转换及运
行的重要枢纽，在大运河演变
历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

蔡先金指出，省史志办向
聊城大学捐赠史志图书800余
册，并与学校实行全方位交流
合作，协议的签署与“山东省
地方史志系统运河文化研究
基地”、”山东省方志馆聊城大
学分馆”的挂牌，必将进一步
推动学校在区域社会文化研

究、运河学研究、教师和学生
的文化素养提升等方面迈入
新的境界。同时，省地方史志
办公室将编纂《京杭大运河山
东段志》的任务交由运河学研
究院承担，是对研究院科研能
力的充分肯定和信任，聊城大
学和运河学研究院将精心编
纂出一部高质量的志书来。

当天，省史志办向聊城大
学赠书仪式和省史志办与聊
城大学交流合作框架协议签
约仪式。省史志办公室共向聊
城大学捐赠《山东通志(宣统
版)》等31套共811册图书文
献，其他批次捐书还将陆续运
达。

仪式结束后，许立全、刘
爱军、张旋宇、蔡先金为“山东
省地方史志系统运河文化研
究基地”、“山东省方志馆聊城
大学分馆”揭牌，并共同启动

《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志》编纂
工作。

省史志办与聊城大学交流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京京杭杭大大运运河河山山东东段段志志》》编编纂纂启启动动

14日，省史志办与聊城大学交流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省十一届政协副主席、聊
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顾问许
立全在讲话中首先对省史志
办与聊城大学的交流合作、山
东省方志馆聊城大学分馆的
设立和《京杭大运河山东段
志》的编纂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运河文化研究和专
题志书编纂，许立全指出，要
突出山东运河的特点，深入挖
掘山东运河文化的地域特色。
要有战略眼光，要从山东社会
经济发展全局的角度看待运

河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将历史
与现实相结合，促进运河研究
成果的转化，更好地服务于运
河沿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
时，着力点要准，狠抓贯彻落
实。组织专门力量制定科学的
规划，明确具体实施方案，深
化责任落实，努力将山东运河
打造成水利运河、文化运河、
交通运河、旅游运河和经济运
河相融合的产业生态走廊。

以志书的形式全面系统
地整理山东运河史料，揭示

运河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能够使人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历史上运河经济带的
基本状况及运河文化的形成
与演进过程，可以为正在进
行的运河经济、文化带建设
提供历史借鉴与智力支持，
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
意义。为宣传运河文化、丰富
齐鲁文化宝库、弘扬中华文
明、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张超

突突出出山山东东运运河河特特点点，，深深挖挖文文化化地地域域特特色色

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
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在讲话
中指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
院，在国内运河研究领域居于
领先地位，在全国享有很高的
声誉。在聊城大学设立全省史
志系统运河文化研究基地和
方志馆分馆，有利于强强联
合，深化运河文化研究，延伸
和扩宽方志馆的公共文化服
务职能，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教
学和科研水平，实现互利双
赢。

编纂《京杭大运河山东段
志》，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
要求，是围绕中心、服务现代
化强省建设大局的重要举
措，是推动史志事业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始终走在前列
的有力支撑。要合力开创方
志馆建设新局面，方志馆是
地方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在展览展示地情、收集保
存利用地方文献、传承地方

文脉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
设立省方志馆聊城大学分
馆，有利于扩大省方志馆的
辐射力与影响力，是新时代
创新推进方志馆建设和公共
文化运行机制的积极探索。
要抓好基础建设，加强管理
服务，发挥功能作用，共同推
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
发扬光大，为促进我省优秀
传统文化的弘扬和教育事业
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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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为深入推进结对帮扶龙
湾社区创城工作，与社区党总
支、居委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值中华传统节日端午节到
来之际，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宣传处、团委、膳食处、餐旅系团
总支和“蒲公英”学生志愿者服
务队师生共二十余人到龙湾社
区，开展“粽叶飘香共迎端午”共
倡文明助力创城活动。

当天，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的学生们
在处室负责人和老师带领下，带
着食材，包括洗净泡好的糯米，
红枣，粽叶、麻绳、剪刀等，来到
了龙湾小区小广场。支好桌子
后，同学和老师们就动手忙碌起
来，小区居民纷纷走上前来，看
着餐旅系的同学们发挥特长，娴
熟地包起粽子，有不少居民说，
同学们能来社区现场包粽子真
好，正好可以跟着学习学习。很
短的时间，同学们带来的食材就
已经全部用完，几大箱粽子就这
样包好了。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

校还带来了几大箱煮好的粽子，
分发给小区居民们。“这些孩子
来我们小区好几次了”，小区的
一位居民说，孩子们到小区里，
积极热情地给居民们介绍禁烟
知识，在小区里捡拾垃圾，还大
力倡导文明出行，这次不仅带来
美味的粽子，还教给居民们怎样
包，居民们都很欢迎。

记者了解到，该校自开展
结对帮扶龙湾社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活动以来，已经先后三
次走进社区，对接调研帮扶事
宣，组织学生志愿者分批到社
区维护卫生、美化环境，同时倡
导文明出行、控烟禁烟节能环
保等文明养成志愿活动，以实
际行动帮扶社区提高文明创城
的人文生活和社区自然环境。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到龙湾社区
开展“粽叶飘香共迎端午”活动

浓情端午，吃粽子、赛龙
舟、插艾草、喝雄黄酒，各式各样
的传统风俗已然深入人心，现
代的时尚人士对于端午放假怎
么过，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逛
街、购物才是时尚人士的首选。

这个端午巧遇父亲节，振
华五星百货早早的为水城消
费者准备好了各种礼品、活
动，满足各层次消费群体的多
元化需求。两个节日的碰撞，
五星百货重磅推出了会员10
倍积分的活动，这力度是空前
的。节日期间，在五星百货购
物399元以上即可赠送礼品一
份，粽子、剃须刀、洗护套装、
太阳伞等您来拿；17日男士会
员手工DIY真皮腰带；兰蔻臻
白防晒季买返+抽奖；雅诗兰
黛满额赠礼，多姿多彩的活动
为水城假日增添幸福体验感。

五楼运动商场重装升级

焕新颜，40个国际国内运动品
牌全新闪亮登场，六大靓点，
猛料来袭，国际时尚高端运动
聊城独有品牌：斐乐、日本经
典跑鞋Tiger(鬼冢虎)、斯凯奇
盛装入驻五星百货，耐克聊城
首家BACKEN店、阿迪maga
店盛装升级，五星百货运动商
场的重装升级让水城广大户
外、运动爱好者足不出户也能
接触运动高端时尚最前沿。

餐饮界龙头品牌海底捞
自入驻以来深受水城人民的
喜爱，更为我们的餐饮增添了
一大靓点。这个双节相遇的假
期来到五星百货，您不仅可以
为我们的父亲精选一份礼物，
还可以相约家人、闺蜜、朋友
一起来个端午大聚餐。

这个双节，您还犹豫什
么！快和亲朋好友来五星百货
一起shoping吧！

父亲节遇上端午节
就来五星百货“粽”享端午 感恩父爱

6月8日，继首批荣获税延
养老保险产品销售资格后，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保险”)成功签发
首单。来自互联网行业的客户
秦先生购买了新华保险个人
税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B1
款(2018)，月缴保费1000元。

秦先生表示，税延养老险
产品考验保险公司长期服务水
平和能力，自己此前在新华保
险多次购买健康险，公司的良
好服务令他非常满意。本次选
择的B1款产品是收益保底型，
既能为未来养老提供稳健的收
益，又能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新华保险共有3款产品获
批销售，包括：新华保险个人税
收递延型养老年金保险A款、
B1款、B2款，产品分别为收益确
定型和收益保底型，以满足不
同投资风险偏好的客户需求。
在税延额度内，三款产品可以
自由组合，转换操作灵活便利。

所谓税延养老保险，是指
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将来
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税款
的一类保险。2018年5月1日起，
各界瞩目、万众期待的个人税
收递延性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正式落地于上海市、福建省(含
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四大
地区，试点期限暂定一年。这
意味着，支撑起中国养老保险
体系“第三支柱”的个人商业
保险揭开神秘面纱，走向保险
服务民生的转型创新舞台。

作为首批获得销售资格的
12家保险机构之一，新华保险
表示，公司始终贯彻以客户为
中心的理念，对税延产品的相
关服务进行多项升级，做好应
对市场和客户群体的充分准
备，后续将持续稳步推进税延
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积极响应
政策要求，将税延养老这一政
府重大民生工程惠及更多老
百姓。

新华保险税延养老保险
产品首单落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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