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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主打

记者：如何利用好这
种机遇和区位优势，助力
城市发展？

董波：兖州区是充满
活力的城市，活跃的民营
经济、优越的工业基础，
也注定让这座城市的发
展充满了朝气。

兖州将加速对接融
合，树立融合发展的理
念，积极对接济宁都市区
规划布局，完善提升城乡
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以及基础设施、产业等各
类专项规划，强化基础对

接、产业联动、相向发展，
尽快形成“同城效应”。

坚持交通先行，加快
贯通104省道改线工程，
配合做好济宁北二环东
延，争取完成规划沿府
河、泗河连接任城、高新
区的快速通道前期工作，
科学布局城际公交、BRT
快速交通线路，打造“半
小时交通圈”。加快西城
发展，实施荆州路贯通、
丰兖路西延等路网工程，
搞好锦绣城、财富新天地
等重点片区开发，推进城

市建成区西扩。跨泗河展
开城市布局，科学搞好泗
河以东和兴隆庄镇规划
建设，打造东南生态新
区。

还将坚持提升城市
内涵，加快镇村建设，改
善生态环境。比如综合施
策解决城区交通拥堵问
题，搞好重要路段人车分
流，规范学校、商场、医院
等周边交通秩序，重点整
治渣土车、出租车等交通
违法行为，让群众出行更
畅通、更安全。

记者：在民生保障方面，
兖州区一直走在济宁市前
列，今年又有哪些惠民政策？

董波：把经济发展成
果转化成民生福祉，是兖
州一直所秉承的原则。

我们将坚持以创业促
就业、以培训促就业、以政
策促就业，健全城乡就业服
务网络，突出抓好高校毕业
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
困难人员和退役军人就业，
努力为每一个有就业需求
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探
索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
和正常增长机制，努力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

我们将积极提升保
障水平，及时调整企业退

休人员养老金待遇，落实
居民基础养老金和缴费
补贴正常增长机制。继续
提高城乡低保救助、农村
五保供养标准。编制完成
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建设
一批日间照料中心和村
级互助养老院。建成怡和
花园、西顺河保障性住
房，再建设360套公租房。

今年，将继续抓好中
小学校舍改造建设，全面
提升办学条件。规范发展
学前教育，大力发展优质
高中教育和职业成人教
育，加快建设职教中心，
积极创建济宁市工业技
师学院。完善教师补充和
交流机制，重点向农村学

校和城区学校薄弱学科
倾斜。加强师德教育，不
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今年，我们也将加快
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增加大病种类，提高报销
比率，完成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民合
作医疗并轨。建成启用人
民医院新院，加强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镇卫
生院建设。继续开展“保
健医生进农户、医疗专家
进乡村”活动，切实提高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总之，我们的目标就
是让老百姓生活在兖州
感到幸福，并且这种幸福
感会不断增加。

兖州区长董波：

兖兖州州撤撤市市设设区区

融融入入中中心心板板块块

让兖州人民更有幸福感

规划直通主城区快速通道

济宁市旅游局局长彭照辉：

市市内内重重点点景景区区

打打包包推推介介营营销销

记者：兖州撤市设
区，也意味着，兖州未来
将成为济宁中心城区的
东城，那么这次区划调
整，将给兖州城市发展带
来哪些机遇？

董波：从兖州自身来
看，当前面临着极为难得
的“三大机遇”。

一是济宁加快推进
都市区融合发展，特别是
兖州撤市设区，使我们正
式成为济宁中心城区板

块，将会承接更多的重大
基础设施，得到更大的资
源要素倾斜，享受更好的
公共服务保障，为我们在
更高平台上加快发展，提
供了“借势突破”的机遇。

二是山东省建设西
部经济隆起带，济宁市打
造鲁西科学发展高地，为
我们在区域竞争中加速
崛起，提供了“争先率先”
的机遇。

三是兖州工业园区体

制机制优势逐步显现，加
快创建国家级开发区，医
药、物流、农机、精细化工和
意大利工业城五大特色产
业园建设全面铺开，为我
们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提
供了“龙头带动”的机遇。

只要牢牢把握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用足用
好交织叠加的多重优势，
乘势而上、奋发作为，就
能够在更高起点上开创
兖州发展新局面。

新兖州迎来三大发展机遇

记者：省旅游局局长于
冲说：“济宁旅游要突破，必
须树立起鲜明的‘文化济
宁’形象，打造修学(游学)品
牌。”济宁市拥有丰富的文
化旅游资源和发展修学旅
游的独特优势，2014年济宁
修学游如何破题？

彭照辉：济宁有得天
独厚的资源可发展修学
游，像孔孟文化、水浒文
化都是开展修学游不可
多得的资源。现在学生修
学游和企业高管白领修
学游较火热，有很大市
场。下一步将利用这一优
势和机遇大力发展修学
游产品。济宁计划今年成
立修学游研发机构，大规
模培训修学游导游员，指
导景区和相关企业开发旅

游产品。同时，还要通过各
县区申报的形式，根据类
别推出修学游基地，加大
财政投入，推出适合本地
区特色的修学游基地。

此外还要在修学游
产品上下功夫，建立研发
产品体系，要把游和学结
合起来。设计修学游产品，
让游客有所收获，不能是
单纯的学，也不能是单纯
的游。通过研发产品体系
将两者有机的结合，从而
拉长旅游产业链条，起到
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记者：同样以儒学文
化著称的曲阜、邹城，如
何在旅游上差异化发展？

彭照辉：曲阜和邹城都
是儒家文化，孟子是孔子的
传承人，两个地方的文化关

系，首先是一体的、一脉相
承的。但旅游行业特别怕同
质化发展，特别是这两地区
相隔较近，如何将两地区进
行差异化发展一直是一个
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继往圣，开来学”，孟
子继承了孔子文化思想，但
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邹
城在研发修学游产品上，可
在原有儒家文化基础上，推
出邹城比较有文化特色的

“民本思想”和孟母母教文
化，并结合邹东山区优美的
自然风景，开发组合式的修
学游产品。

不光是曲阜和邹城要
追求差异化发展，其他县市
也要根据各个地方的文化
特色，发展独具特色的修学
游产品，避免同质化发展。

主推修学游设置研发机构

记者：资源条块分割
和市场主体“小、弱、散”的
状况一直是困扰济宁旅游
业发展的几大问题，2014年
如何促进旅游资源整合？

彭照辉：实现旅游资
源的整合是2014年济宁
市重点要做的工作。济宁
市下一步将坚持政府主
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
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将对

《济宁市旅游业发展总体
规划》进行修编，对旅游
业的发展进行高起点规
划，切实发挥规划引领作

用，从发展布局、产品研
发、线路组合、企业培育、
宣传营销、管理服务等方
面，实现一个大的提升。

济宁还将着手组建孔
孟旅游集团，促进济宁旅
游资源整合。市场主体

“小、弱、散”，很大原因是
旅游资源的产权不清晰，
管理运营模式落后，缺乏
清晰的发展方向。成立孔
孟旅游集团，将可行的旅
游企业纳入集团，通过集
团统一规范企业的经营行
为，统一宣传，提升济宁市

旅游市场的知名度和规范
性，从而打破条块分割。

同时2014年完成组建
统一的旅游营销平台，实行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要素
联合模式，在市级层面统一
旅游线路策划、发布、宣传、
定价，实行景区、酒店、购物
企业统一打包让利，推进
市、县旅游营销系统化、一
体化。下一步，借助旅游营
销平台，对北京、上海、南
京、郑州、徐州等5个重点客
源城市集中式的精准营销，
以提高济宁旅游知名度。

着手组建孔孟旅游集团

本报记者 马辉 范少伟

经过济宁市行政
区域调整，兖州撤市设
区，成为济宁中心城区
的一部分。都市区相向
融合，作为兖州区而言
如何扩大空间、展开发
展布局，如何进一步提
升城市内涵，为群众办
实事、谋福祉？9日，本
报记者专访兖州区长
董波。

去年，济宁市召开
全市旅游业发展大会，
自我分析在资源整合、
项目建设、品牌打造、
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
的短板。济宁市旅游局
局长彭照辉表示，下一
步，济宁市将从实现旅
游资源整合，提升旅游
产品知名度等方面加
大力度，克服产品单
一、链条短问题。

本报记者 胡祥东

记者：济宁二日游、
三日游将如何推进？

彭照辉：2013年，济
宁市通过整合全市重点
旅游景区，采取联票方
式，推出了六大主题产品
十二条线路，研发了团队
旅游线路智能管理系统，
有力拉动了市场。虽然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还
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性

价比不是很理想，主要体
现在价格和等级上。虽然
济宁市通过联票方式，给
予参加线路的团队门票
平均能打到3 . 7折，但是
餐饮和住宿费用还是相
对其他地区偏高，下一步
将把餐饮和住宿单位纳
入到联票模式中，给予打
折 优 惠 ，打 破“ 价 格 高
地”。

此外，济宁游览性的
产品比较多，但是参与性
的产品比较匮乏。下一步
将加大参与性旅游产品
的开发。主要是通过上一
些参与性的项目，像峄山
滑雪场就是一个不错的
项目。再一个就是对景区
进行升级，增加互动性、
参与性产品。

开发参与性强的旅游产品

济宁市旅游局局长彭照辉 本报记者 胡祥东 摄兖州区长董波


	H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