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篇⑦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响“阿胶名城，康养东阿”品牌

东东阿阿今今年年力力争争接接待待游游客客223300万万人人次次
本报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2018年是东阿旅游产业
发展的关键时期、突破时
期，该县将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总抓手，
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整
合旅游资源，着力推进项目
建设，打响“阿胶名城、康养
东阿”品牌，全年力争接待
游客230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15 . 7亿元，分别增长
21%和20%。

每年设立1亿元

旅游发展引导基金

2017年，东阿县依托丰
富的旅游资源，以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
机，超前谋划，高位推进，大
力发展全域旅游，将旅游业
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力
培育，全年接待游客190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 . 1
亿元，分别增长2 6 . 7%和
31%，获得“中国最佳康养旅
居度假名县”荣誉称号。

2017年，东阿县明确了
总体发展目标和定位：打造
以阿胶养生游、梵呗养心游
为核心，以黄河风情游、历
史民俗游、乡村生态游为支
撑的“阿胶名城、康养东阿”
品牌。聘请国内一流专业设
计团队，高标准编制完成了

《东阿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东阿黄河康养度假
区总体规划》、《鱼山风景区
规划》等多个旅游专项规
划，正在编制完善中。建立
党政统筹组织领导机制，旅
游发展氛围空前浓厚。全面
落实加快旅游业发展优惠
政策，县财政每年设立1亿

元的旅游发展引导基金和
每年1000万元的旅游市场
专项资金。加强旅游局力量
配备，新招考工作人员10余
名。完成了旅游招商手册、
招商PPT、招商视频制作。策
划包装游客集散中心、5星
级黄河国际露营公园等10
亿元PPP项目。实施了东阿
阿胶城、阿胶生物科技产业
园、艾山黄河牡丹园、鱼山
梵呗寺等一批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

力争东阿阿胶景区

创建为国家5A级景区

2018年，东阿县围绕发
展目标，将全面完成旅游规
划编制。以《东阿县全域旅
游发展总体规划》为引领，
高标准编制完成《黄河康养
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曲
山温泉旅游总体策划》《艾
山创3A级景区总体策划与
规划》、《东阿县旅游基础设
施(自驾车露营地、游客服
务中心、生态厕所、标识导
视系统)规划》等旅游专项
规划，以科学规划促进规范
开发。狠抓旅游重点项目建
设。投资2亿元，规划建设黄

河康养旅游度假区，抓好鱼
山风景区、艾山风景区、曲
山温泉、梵呗小镇、黄河露
营公园、位山湿地公园、大
秦水库水利风景区建设。加
快毛驴主题乐园、阿胶小镇
建设，丰富提升东阿阿胶城
业态，力争东阿阿胶景区创
建为国家5A级景区，成为全
国首家工业旅游5A级景区。
实施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工
程，重点抓好京广控股“驴
宝宝的七彩田园”以及艾山
牡丹园、新农艺园、黄起元
草莓等示范项目建设。依托
东阿县洛神湖环城水系打
造，建设光影秀等夜游项
目。加强旅游配套基础设施
建设。高标准建设黄河旅游
路等旅游交通主干道，打造
成为集交通、旅游、体验为
一体的现代旅游样板路，推
进徐艾、曲山旅游路建设。
推进建设 2座旅游集散中
心，完善景区咨询服务中
心、停车场、旅游交通标识
牌和信息系统等旅游设施
建设。将智慧旅游纳入“智
慧城市”建设，建立旅游数
据中心，所有景区流量实时
监控、发布。推进“旅游厕所
革命”，投资3000万元完成

109座旅游厕所改造建设工
作，实现旅游厕所景区、景
点全覆盖。加快阿胶文化主
题酒店二期、阿胶养生高端
度假酒店、雅高美居酒店等
星级酒店建设，提升游客接
待服务能力。不断创新旅游
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完善旅
游奖励机制，对在市场开
拓、品牌提升等方面做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奖励。科学安排旅游引导资
金，重点扶持旅游重点项目
建设和规划编制等工作。在
积极争取国有资本投入的
基础上，利用ppp模式吸引
社会资本方投资东阿旅游
项目建设，解决旅游发展资
金瓶颈问题。

同时，加强推广拓展市
场和旅游行业管理，推广东
阿“养生游”、“养心游”等特
色旅游品牌，高质量举办好

“油用牡丹观光节”、“草莓
采摘节”、“杂技艺术节”、

“冬至阿胶滋补节”等各类
节庆活动。进一步加强行业
管理和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提升规范化服务能力。完善
增强旅游安保设施，加强景
区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游
客满意度。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
众对扶贫工作的认可度，提
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青年办事处多措并举开展
精准扶贫、政策宣传活动。

一是提高扶贫政策文
艺宣传力度，通过把扶贫政

策等知识内容融入到百姓
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精彩
节目中，为广大群众送去精
神文化的同时又宣传了扶
贫政策，进一步激发了贫困
户群众内生动力，提高了非
贫困群众对有关政策的知

晓度、认知度。
二是找专业人员制作有

关的扶贫政策宣传画，通过在
文化广场、学校、宣传栏等悬
挂宣传画及粘贴政策明白纸，
就教育扶贫、健康扶贫、行业
扶贫等有关政策进行宣传。

三是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帮扶责任人、村两委
班子成员对贫困户进行一
对一的政策解读，宣传发动
带动更多的群众了解扶贫
政策，进一步对群众做好宣
传。 (韩笑绚)

临清青年办事处多措并举加大扶贫宣传力度

近年来，莘县王庄集镇
把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相
结合，充分发挥产业扶贫的
功效，助力贫困户长久长效
稳定脱贫。

王庄集镇立足于实际和
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山药、双

孢菇、蔬菜、特色水果等种植
业，形成重点产业带发展趋
势，全镇累计山药、双孢菇等
种植业总面积达1 . 5万亩，累
计带动300余户贫困户增收，
人均增收1600元以上。

产业发展，金融保障。

王庄集镇采取“金融贷款+
委托帮扶”方式，让资金跟
着穷人走，抢抓金融产业扶
贫试点的机遇，出台和实施
产业扶贫风险补偿、贷款贴
息等政策，为贫困户提供最
高达 5万元的政府贴息贷

款。同时“扶贫车间”产业项
目的建设，带动了贫困户在
家门口劳动致富的信心，增
加了20-40个扶贫岗位，为贫
困户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收
入，确保贫困群众稳定脱
贫。 (曹松)

产业扶贫助脱贫长久长效

4月17日，聊城大学体育学院的
大学生们来到聊城市育英学校举办
了以“节约利用资源 倡导绿色生
活”为主题的废物利用保护环境活
动。他们将生活废旧物品制作成工
艺品，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

通讯员 黄志宣 陈华亮

倡倡导导绿绿色色生生活活

莘县燕塔街道积极推行贫困户
邻里互助机制，开拓互助式养老脱贫
新路径。由政府购买服务，让有劳动
能力、相对年轻的贫困人员照顾老弱
病残的贫困人员，既提升了贫困老人
健康系数和安全系数，同时也解放了
老弱病残家庭劳动力，也让参加护理
工作的贫困人员有了固定收入。

探索推行邻里互助的帮扶模式，
加深了邻里感情，还为贫困户提供了
生活上实实在在的方便，充分发挥

“远亲不如近邻”的情感纽带，从关心
老弱病残贫困户的角度出发，同时让
尚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力所能
及的劳动换得报酬，有力促进了扶贫
工作的深入开展。 (王运兰)

莘县燕塔街道

“邻里互助传递邻里情”

“我在俺村新建的高标准温室
大棚基地内承包了两个棚，种植樱
桃西红柿，通过俺村农家书屋学习
一些樱桃西红柿种植的知识，少走
了很多弯路。”近日，莘县张寨镇苏
村种植户苏记花如是说。

今年以来，张寨镇大力实施文
化惠民助力精准脱贫工程，全镇25
个村充分利用农家书屋平台，填充
了关于种植养殖、农业发展、农村电
商和脱贫攻坚政策等方面书籍和光
盘14 . 5万余册(套)，帮扶责任人深入
帮扶户家中进行政策宣传，对遇到
的种植、养殖技术方面的问题，指导
到农家书屋找答案、解难题。据初步
统计，全镇有1500余人次到农家书
屋来借阅图书学技术、查阅种养殖
资料。 (张位雷)

莘县张寨镇农家书屋
变身脱贫“智慧屋”

“扶贫特惠保”是扶贫部门联合
保险公司推出的一大扶贫新政策，
所有建档立卡享受政策的贫困户投
保，能够有效避免贫困户因意外伤
害和因病住院等突发情况，影响贫
困户脱贫甚至返贫等情况的发生。

莘县古城镇西曹营村的郭廷臣
就是收益贫困户之一，他和老伴年
前生病住院，花销很大，得知享受了

“扶贫特惠保”政策，他上报病例、证
明等材料，政府给解决了百分之九
十的医疗费，切实缓解郭廷臣一家
的燃眉之急。而且，“扶贫特惠保”建
立了“一站式”理赔服务新模式，减
少中间环节，将赔款直接支付到受
益人账户，方便贫困农户。 (张露)

“扶贫特惠保”解民忧

为让更多的贫困学生
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爱，树
立希望、学有所成，魏庄镇
积极宣传落实“雨露计划”，
已满足贫困家庭孩子求知
求学的需要。

莘县魏庄镇精准扶贫

结对帮扶干部深入到贫困
户家中，结合学生和家庭的
具体情况进行“一对一”式
宣传，把扶贫政策讲清楚、
说明白，让贫困家庭参与到

“雨露计划”中来，同时，各
结对帮扶干部还指导符合

申请条件的贫困户进行表
格填报、资格申请等工作。

目前，符合条件的有
2018年春仍在校的王之瑞、
崔华栋等9名职业院校大中
专学生，他们可以享受国家

“雨露计划”政府补贴，顺利

完成学业。今后的工作中，
魏庄镇力争做到将教育扶
贫惠民政策精准到户、到
人，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提升
个人能力，拓宽未来就业渠
道。

(李敬 王艳涛)

莘县魏庄镇积极落实“雨落计划”助力扶贫

注销公告
茌平县信诚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号：371523018003164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小组已
成立，清算小组成员滕志华、邵
力、张建军，清算组负责人：张建
军。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申请债权。特此声明！

东阿阿胶世界。

挂失声明
赵士霞，二级建造师证书不慎丢失。注册证书编号：鲁215080901976。职业印章号：鲁215080901976。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081510252。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冠县龙凯光伏发电科技有限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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