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12月5日讯(记者
王尚磊) 自11月29日，第

二届“齐鲁星少年”山东省少
儿才艺大赛聊城分赛区正式
启动以来，记者了解到，报名
火热，目前已有200多名少儿
报名参赛。大赛面向全市各
中小学、幼儿园、青少年宫、
青少年活动中心及艺术培训
机构学员等开放报名，报名
截止日期为2 0 1 8年1 2月1 3
日。本届大赛将于2018年12
月15日至16日在碧桂园翡丽
湾售楼处举行。

据介绍，作为齐鲁晚报创
刊3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齐鲁星少年”首届山东省少
儿才艺大赛于去年9月至12月
成功举办。首届比赛共在全省
设立了8个分赛区，近40个海
选点，吸引各年龄段、各类别
参赛选手5000余人参加，在社
会各界引起了良好反响。

第二届大赛继续由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联合山东省
青少年宫协会主办，山东省
红领巾艺术团承办。本届大

赛还得到了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共青团山东省
委、大众报业集团的精心指导
以及山东省话剧院、山东省歌
舞剧院、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山东省少先队服务中心、
山东省青少年书画艺术协会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大赛组委会面向聊城市
各中小学、幼儿园、青少年
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及艺术
培训机构学员等开放报名，
本次大赛专业设置为表演
类：器乐、声乐、舞蹈、语言、
戏曲等。表演类时长限制在
三分钟之内，伴奏、乐器、服
装、道具等需自备，键盘类、
管弦类为独立专业项。选手
分组：1、学前组；2、小学A组
(一年级--三年级)、小学B组
(四年级--六年级)；3、初中
组。作品主题要求：作品(曲
目 )主题不限，要求健康向
上，能够反映出当今少年儿
童的才艺风采。报名时可关
注“齐鲁今日聊城”官方微信
公众号(qlwbjrlc)，点击进入

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或通过
大 赛 组 委 会 电 话
18866567000进行咨询、报
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
12月13日。大赛分为学前组、
小学组、初中组三个年龄组，
通过初赛、复赛、决赛，评选
出各类各组一二三等奖和优
秀奖，同时评选出优秀组织
单位、优秀辅导老师等奖项。

本届大赛将于2018年12
月15日至16日举行，地点在
聊城市东昌府区滨河大道与
陈口路交汇处南行500米路东
(碧桂园翡丽湾营销中心)。本
次大赛表演类评分标准为十
分制：形象1分；内容1分；形式
3分；效果4分；时限1分。(后附
评审项目、评分内容及标准)。

“齐鲁星少年”山东省少儿才
艺大赛是山东省青少年宫协
会面向全省青少年着力打造
和推出的重要品牌，活动旨在
搭建一个高质量、高水平的才
艺展示水平，培养少年儿童热
爱艺术的情感，陶冶艺术情
操，提高艺术素养。

山山东东省省少少儿儿才才艺艺大大赛赛报报名名火火热热
大赛将于12月15日至16日举行，还没报名的聊城小朋友抓紧啦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
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12月4
日上午，在我国第5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员额法官宣誓活动，黄伟东院长
领誓并讲话，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和媒体记者参加见证宣誓活动并参观了法院办公办案场所。

上午9：30分，宣誓活动开始，在各位人大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的见证下，面对国徽、面向宪法庄
严宣誓，中院全体员额法官作出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宪法的庄严承诺，表达了公正司法、恪
尽职守、廉洁奉公的坚强决心。 本报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王希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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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2月5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李红)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匠人
匠心。为了进一步调动社会各
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的积极性，促进聊城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传
承与发展，12月5日，聊城市第
二届十佳优秀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聊城市文广新
局主办，齐鲁晚报·今日聊城承
办，活动以非遗项目为形，以传
统技艺为魂，通过传承人风采
展示，宣传聊城非遗项目，促进
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繁荣与发展，活动将最终评选
出聊城市第二届十佳非遗传承
人共10名，并根据网络票选受
关注情况评选出网络人气奖10
名，评选结果出炉后，将录制第
二届非遗春晚，现场展示聊城
市优秀非遗传承人的风采。

活动共分为自主报名、网
络评选、专家评审、春晚录制四

个阶段，自2018年12月5日开始
报名，至12月14日报名结束，12
月17日至31日进行网络评选，
2019年1月3日进行专家评审，
2019年1月4日至10日对获奖人
员名单进行公示，2019年1月中
下旬举行非遗展演暨颁奖典礼。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非
遗传承人均可报名：德艺双
馨、爱国敬业，积极履行《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中规定的相关
义务，为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市
级及以上代表性传承人；积极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
才，保护传承取得显著成效；
建立或依托传承基地或传习
所，收集并妥善保存相关的实
物、资料；积极配合参加文化
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
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
宣传活动和对外交流活动，并
引起较好较大反响；部分具有
生产性质和特点的代表性项
目，其代表性传承人积极采取

生产性保护方式，该项目取得
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传
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
技艺项目中具有典型的引领
意义，在传承聊城民间技艺及
历史文化记忆等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在促进聊城文化产业
发展繁荣方面有特殊贡献。

在活动评选过程中，还将
对报名的非遗传承人相关事
迹进行陆续报道。活动进展情
况及网络评选，将在聊城市文
广新局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进
行发布，可微信搜索“文化聊
城在线”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后
添加关注随时了解。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匠人匠心

聊聊城城第第二二届届十十佳佳非非遗遗传传承承人人评评选选活活动动启启动动

本报聊城12月5日讯(记者
张超) 1日，聊城大学北冰

洋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及学术
研讨会举行。聊城大学党委副
书记王强和北冰洋研究中心
主任曲枫共同为研究中心的
成立揭牌。山东师范大学教
授、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美国史专家王玮，北冰洋
研究中心校聘外籍专家迈克
尔·克努佩尔博士及国内外专
家应邀出席会议。

记者了解到，北冰洋研究
中心于2017年9月开始筹建，
于2018年3月正式成立。自筹
建、正式成立至今，北冰洋研
究中心已建立了一支由25人
组成的科研队伍，其中包括校
内兼职科研人员12人、国内外
从事极地研究的权威学者5
人、全职外国专家5人。各项科
研和教学工作正在有序展开。
作为中国首家极地社会科学
研究机构，聊城大学北冰洋研
究中心已与美国阿拉斯加大
学、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史
密森协会北冰洋中心等10家
国际知名北冰洋研究机构建
立了合作关系。其中，与阿拉
斯加大学签订的合作博士培
养项目已开始招生。

王强在致辞中提到，随着
北极航道战略价值的日益提
高，北极地区也逐渐引起国际
社会的关注。2018年1月26日

《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正式
提出了中国加入北极开发的

意愿，强调了中国参与北极研
究的重要性。现实的发展呼唤
相应的理论研究。北冰洋研究
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时，将为中
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必要的
理论支持。着力于国别区域研
究，打造相关科研平台，积极
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王强强调，聊城大学北冰洋研
究中心作为我国第一家以北
冰洋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的
学术机构，学校将从各个方面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揭牌仪式上，王强为中心
主任曲枫以及中心研究人员
颁发了聘书，特聘外籍专家丹
妮拉·托马希妮博士和迈克
尔·克努佩尔博士为教授、奥
列格·帕格霍莫夫博士为副教
授、保罗·蒙哥马利博士为为
助理教授。

阿拉斯加大学校长丹尼
尔·怀特和美国史密森协会北
冰洋研究中心主任威廉姆·费
茨对研究中心的成立发来贺
电。保罗·蒙哥马利作为外籍
专家代表，在致辞中谈到，北
极具有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
也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脆弱
的地区之一。在北极独特的自
然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
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们
将加倍努力，通过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研究，记录和保护
世界上最独特的自然和文化
资源。

聊城大学北冰洋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11月8日，聊城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院宿管部于运
河博物馆举办“消防安全警钟
长鸣，齐心筑牢防火墙壁”活
动。消防官兵们鼓励同学们学
习消防知识，提高消防安全意
识，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宣传活
动，为全民消防贡献一份自己
的力量。 (赵祥龙 刘晓楠)

消防安全铭记心中

清算公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高

唐兆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2月4日的股东决定解散，现
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清算组成员杨海亮、殷国梁、郭
少华，殷国梁为负责人。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高唐兆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殷国梁
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聊城市东昌府区常友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371502MA3C6BMF9N)，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申报债权，特此
公告。

挂失声明
刘文磊的康复治疗技术(士)资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15435085，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阳谷县大布乡李堂村登宝木材加工厂，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注册号：371521600410260，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兴一副食部(注册号：371502600267264)丢

失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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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