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区 百岁以上 90-99周岁 80-89周岁

张店区 160元 100元 -

淄川区 120元 80元 -

博山区 100元 60元 100元

临淄区 120元 60元 -

周村区 100元 100元 20元

桓台县 120元 50元 30元（农村）

沂源县 100元 50元 10元

高青县 150元 50元 10元

高新区 200元 100元 50元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120元 100元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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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展展乡乡村村游游不不能能没没了了乡乡村村味味
专家建议应避免同质化，更应接地气

本报5月4日讯 (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张俊玲 魏巍 ) 4日，

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五一”小
长假，淄博共有569位市民参加了无
偿献血，其中成分献血37次，总献血
量累计22万毫升，较去年同期增长
10%左右。

5月1日10时左右，记者在市中心
医院献血站看到，献血站内外都有市
民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填写献血体检
表。在献血站屋内，护士们正忙着向
市民进行体检征询，做血液检测。据
在场的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这个献
血点平常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就接待
40多位市民，而现在一个多小时的时
间已经有20多位市民献血了。”

569名市民

捋袖献血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王雷 李永红) 4日，记者
从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获悉，5月1日
至3日三天，指挥中心共接警1649个，
出车549车次，救治病人484人次，比去
年同期分别上升了9 . 13%、10 . 69%、
6 .86%。

据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通过
对接警情况进行统计，心血管病占
5 . 99%，脑血管病占11 . 15%，中毒占
4 . 75%，呼吸系统病占3 . 92%，消化系统
病占3 . 92%，血液系统病占0 . 20%，妇产
科占2 . 06%，肿瘤占1 . 03%，其他占
17 . 35%，车祸占22 . 52%，其他外伤占
27 .07%。

全市共接

急诊1649个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淄博的乡村游景点吸引了大量游客，近年来，乡村游也
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内容单一，基础设施不尽完善，缺少科学合理规划等原因，
乡村游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问题。而业内人士表示，发展乡村游最重要的是不能丢了
乡村的味道。

不少乡村游景点项目单调

“全市除了几家规模比
较大的乡村游景点，不少景
点或多或少存在内容单一、
基础设施不完备等问题。”市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很多人都存在误区，认
为乡村游就是农家乐。目前，
不少乡村游项目内容比较单
调。

“去年‘五一’，我们一家
人去了一个农家乐景点，但

今年清明节再去看，还是那
些东西，就不想再去了。”一
位市民说。

而记者从走访过的几个
农家乐景点看到，乡村游景
点的建设在趋向雷同化，并
且难以有自己的特色，道路
都成了水泥路，房屋都成了
楼房，乡村味越来越淡。

博山中郝峪是淄博乡村
游的典型，该景点从一开始

就坚持突出农家特色。“我们
会找出每家的特色和重点推
荐项目，结合季节特点，每户
定期安排特色项目，让游客
感受不同的氛围。”该景点负
责人说。

“乡村游的发展应该更
加接地气，但是现在的乡村
游还处在初级阶段，也只能
先从农家乐做起。”市旅游局
负责规划的负责人说。

“五一”假期多数游客“上山下乡”

据淄博市假日办统计，
“五一”假日淄博接待旅游总
人数达到254 . 65万人次，同比
增长11 . 2%，实现旅游总收入
17 . 53亿元，同比增长12 . 5%。
而这其中大部分游客都选择
了乡村游。

淄博拥有丰富的乡村旅
游资源，随着乡村游资源不
断开发和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选择乡村旅游的人数持
续增长。而“五一”期间，淄博

各区县依托资源优势和特
色，都精心举办了各种主题
乡村旅游活动，既有以体验
农村生活为主的农家乐，也
有以赏花、美食、健身为主的
乡村生态游。

“比如高青柳春园、民生
庄园、淄川梦泉等以农家乐
为依托的较为成熟的乡村游
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前来休
闲踏青、品尝农家饭菜的游
客络绎不绝，沂源县、桓台县

等上档次农家乐天天爆满，
纷纷迎来接待游客的高峰
期。”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这些年，私家车增加
了不少，城乡之间的交通也
进一步完善了，出游更加方
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了乡村游的发展，乡村游肯
定是以后旅游发展的一大
趋势。”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李超

七七个个区区县县老老人人满满8800岁岁可可领领津津贴贴
高龄津贴范围、额度调整，博山80-89周岁老人补贴最高，每人每月100元

本报5月4日讯(见习记者
刘璐 通讯员 王凤芹 钱景
亮) 4日，记者从市老龄办了解
到，截至目前，已有7个区县将高
龄津贴范围扩大到满80周岁的
老年人。

自去年7月新修订的《淄博
市优待老年人规定》实施以来，
淄博市各区县根据各自经济发
展状况，对老年人高龄津贴的范
围和额度做出了调整。

市老龄办科长钱景亮介绍
说，《淄博市优待老年人规定》中
将各区县90-99周岁老年人的长
寿补贴标准定为每人每月不低
于30元，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消
费水平提高，30元的标准已经不
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因此各个
区县都增加了90-99周岁的老年
人的长寿补贴。其中，张店区、周

村区、高新区以及文昌湖旅游度
假区均将标准增至100元。其他
区县的高龄补贴金额也有了明
显的增加。

钱景亮说，为了进一步提高
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高青县等
7个区县将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年
人的范围扩大至80岁以上。这7

个区县包括博山区、周村区、桓
台县、沂源县、高青县、高新区和
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其中，高青
县从今年5月1日起，80—89岁老
年人可每月领取10元补贴。

记者从市老龄办了解到，淄
博市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均可
持户口簿和居住地生活证明，到
所在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
申请，逐级上报区县老龄办审批
后，便可领取高龄老人津贴待
遇。

本报5月4日讯 (见习记者 唐
菁 通讯员 宋帅 陈娟 ) “五
一”假期济青高速淄博段享受免费
政策车辆超8万辆，滨莱高速淄博段
超7万辆享免费通行政策，免费车辆
达到今年目前为止的峰值，同比呈
增长趋势。

记者从济青高速淄博管理处获
悉，“五一”期间济青高速淄博段出
入口总车流量近23万辆，与平时日
流量2万相比，增长了将近3倍，发生
交通事故30余起。滨莱高速淄博段
出入口车流量超过20万辆，同比增
长2 . 86%。

由于很多驾乘人员选择5月2日
提前返程，避免了车流量的过度集
中。与首日事故频发对比，假期第二
天与第三天事故减少大半，因此主
线和收费站出入口并未出现大规模
长时间压车的情况。

15万辆车

免费走高速

淄博今年增加

星级农家乐60家

记者从市旅游局了解到，
淄博将打造一批特色农家乐项
目。

今年淄博将重点推进博山
区池上镇中郝峪村农家乐合作
社示范项目、沂源县张家坡镇
阳三峪村“六月六”民俗文化旅
游示范项目建设，推进各经营
主体规模化发展、规范化管理
和网络化运营。发挥旅游强乡
镇、旅游特色村的典型示范带
动作用，以点带面，逐步推开。

“淄博下一步将顺应大众
旅游休闲消费新趋势，把乡村
旅游作为旅游经济新的增长
点，以体验齐文化、游览古村落
为主题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市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淄博将在今年完成全市县
域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完
成第二批农家乐“改厨改厕”，
推动淄博的乡村旅游环境和卫
生条件彻底改观。

而市旅游局局长常传喜在
今年的旅游工作会议中为全市
乡村游的发展提出了目标，淄
博将新增创建省级旅游强乡镇
4个、省级旅游特色村12个、国
家及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8

个、国家及省级工业旅游示范
点2个、休闲农业精品采摘园3

个，星级农家乐60家。

各县区高龄津贴每人每月发放金额

百岁以上老人享
省市区县三级补贴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
数量等存在差异，自2002年淄博市
开始推行老年人高龄津贴以来，每
个区县的老年人优待政策均存在差
异。

其中，百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
贴由市级财政负担。90-99周岁、80-
89周岁老年人的长寿补贴，由各区
县根据实际财力情况确定发放数
额。目前，90岁以上老年人都享受政
府高龄津贴。对于百岁以上老年人，
省财政每人每月给予长寿补贴200

元，市财政每人每月补贴120元，在
此基础上，各区县根据情况再给予
100元到200元不等的补贴，并对90-
99周岁的老年人给予50元到100元
不等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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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前往高青县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通讯员 陈曦 摄

“五一”期间，博山中郝峪
村，吸引大批游客。

本报通讯员 陈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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