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篇┩刀盗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
海涛) 2018年，聊城市江北
水城旅游度假区将科学制
定总体规划，重点推进乡村
旅游建设，打造精品乡村游
线路，以旅游项目为抓手，
全面做好“旅游+”文章。

2017年以来，江北水城
旅游度假区以旅游项目为
抓手，全面做好“旅游+”大
文章，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提
升改造工作，完善景区基础
设施，多方位拓展宣传途
径，扎实推动行业管理，全
年累计接待游客210余万人
次，同比增长5%；旅游收入
同比增长20%。

刘道之温泉旅游度假
村已完成了村容村貌形象
提升、环村湿地公园等11个
旅游项目，初步形成了旅游
规划整体框架布局。盛世天
湖盛景温泉室内外装修于
2017年8月16日试营业。聊
城动物园整体提升改造，投
资200余万元。姜堤乐园二
期计划增加“乡村记忆”农
耕文化体验馆、玻璃栈桥项
目已完工并向市民开放。心
语农业科技园二期计划投
资500万元，建设生态餐厅、

养生会馆、儿童亲子互动项
目等，目前已开工建设，预
计2018年下半年完工。继
续加大了旅游厕所新建改
建、智慧旅游、旅游标识等
建设力度。组织各乡村旅
游景区(点)策划推出系列
节庆活动，激发了市民出
游的热情，景区人气节节
攀 升 。冰 雪 火 锅 节 、滑 雪
季、荷花文化艺术节、樱花
节、泼水节等众多活动，吸
引游客20万人次，收入850
万元。重点项目稳步落地。
目前，运河样板段的前期
工作已基本完成，进入施
工阶段；水浒文化城、满运
时节养生园、温泉冰雪城、
于茂阳艺术馆、运河文化
风情小镇等一批文化旅游
项目已顺利签约。

2018年，度假区将以创
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
标，邀请国内知名规划公司
为度假区旅游产业发展和
全域旅游进行专项规划。结
合乡村振兴工程，重点推进
乡村旅游建设，以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为引导，以科
学规划为抓手，全面推进乡
村旅游建设。继续巩固和扩
大旅游创建成果。对姜堤

村、刘道之村等创建成果的
旅游特色村进一步提升优
化，力争今年成功创建两个
国家级AAA景区。鼓励发展
特色农家乐。创新开发住农
家屋、购农家物、享农家乐
等体验性旅游产品，重点培
植“运河人家”、“刘道之蒲
公英”等旅游品牌。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各旅游
景区(点)接待水平。整合优
势资源，打造并推广“度假
区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
路。

同时，加强行业管理，

实现服务质量新突破，全面
抓好招商引资，着力推进后
续项目建设，继续配合市旅
发委做好运河示范段工程
前期的征地、拆迁工作及其
后续工作。继续推进水浒文
化城项目、满运时节文化养
生园、朱老庄镇温泉冰雪城
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做好
旅游扶贫工作。继续对全区
有旅游资源的省级贫困村
进行帮扶，认真做好精准识
别、旅游资源普查、资金申
报、规划指导工作，重点抓
好辛十里村的旅游扶贫工
作。

重点推进乡村旅游建设，打造精品乡村游线路

度度假假区区全全面面做做好好““旅旅游游++””文文章章

聊城动物园整体提升改造。

本报聊城4月26日讯(记
者 凌文秀) 又到五一，临
清胡同游的组织者们忙碌
了起来，本次胡同游主题是
游 临 清 胡 同 ，访 工 匠 艺
人——— 运河文化中的工匠
精神，胡同游主要走访的传
统工匠有朱器铺、礼服尼鞋
店、馓子铺等，带着市民现
场观看传统制作工艺。

据介绍，5月1日上午早
8点半，有意向参与的市民
可以在临清大众公园北门
鳌头矶前集合，全程步行，
活动行程约3千米，大约用
时2 . 5小时。本次活动不收
取任何费用，未成年人参本

活动须有监护人陪同。
胡同游路线景点也已

经发布。主要景点路线为鳌
头矶(出发)——— 吉士口———
考棚街——— 考棚黉门———
县治遗址——— 纸马巷———
单 家 大 院 — —— 庄 家 大
院——— 酒店胡同——— 元代
古运河——— 会通桥——— 天
桥+——— 锅市街——— 百年竹
器铺——— 礼服呢鞋铺———
青 碗 市 口 — —— 武 训 小
学——— 马市街——— 馓子作
坊——— 会通街——— 百年杂
货铺——— 估衣巷——— 二闸
口——— 冀家大院——— 青年
桥(结束)。

五五一一来来临临清清游游运运河河胡胡同同、、访访工工匠匠艺艺人人吧吧

临清胡同游带市民现场观看传统制作工艺。

本报聊城4月26日(记者
张超 ) 由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联合民生绿城·百
合新城主办的“寻找聊城
最美春天”艺术采风活动
将在5月1日上午9点火热
上演。届时，摄影“大咖”云
集，精彩的旗袍走秀、少儿
模特风采展示等，一定会
让这个“五一”丰富多彩。
如果您也是摄影爱好者，
一起来留存最美春天的景
象 吧 。 咨 询 电 话 ：

13869550608(微信同号)
本次活动得到了聊城

摄影家协会、聊城市艺术摄
影学会、聊城大学美术学
院、聊城百媚俱乐部、山东
新丝路礼仪舞蹈学院的大
力支持。活动当天，旗袍协
会、摄影协会、艺术摄影学
会会员、儿童模特、写生爱
好者将云集百合新城畅游
园区，园区、样板间设置专
属摄影区，摄影爱好者可以
进行自由拍照，将拍摄满意

照片发送至齐鲁今日聊城
微信平台参赛；参与者将参
赛链接发送朋友圈及微信
群，邀请好友进行转发或投
票，根据得票数量评选摄影
作品一等奖1名(现金1000
元)、二等奖2名(现金300
元)、三等奖5名(现金100元)
及优秀奖10名(现金50元)。
活动参与者每人均可领取
精美礼品一份。

与此同时，旗袍及模特
等人物照片将设置最佳着

装奖、最佳人气奖、最佳风
姿奖、最佳上镜奖、最优雅
奖、最佳观赏奖、最具潜质
奖、最佳形象奖、最佳形体
奖、最具魅力奖等十个奖
项，每人将获得一份精美礼
品。

活动地点：民生绿城·
百合新城营销中心(开发区
辽河路与黄山路交叉口(开
发区大转盘向北一公里路
口右转)公交车10路345路
可以到达。

看旗袍走秀，展摄影技艺———

这这个个五五一一，，来来民民生生绿绿城城··百百合合新新城城““寻寻找找最最美美春春天天””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青
年办事处安排每名帮扶责
任人对所帮扶的贫困户进
行核查，针对不同的实际情
况，制定不同的帮扶措施。

每名帮扶责任人通过

扶贫先扶志、扶贫送温暖等
活动，感化群众，树立群众
自立自强的信念。同时把扶
贫先扶志，扶贫先扶心作为
扶贫理念，激发贫困户内发
主动性，确立“积极致富，脱

贫光荣”的氛围。
树立致富典型，并多渠

道、多方式、多方位地宣传
典型，得到社会的普遍认
可，带动贫困户和个人从被
动脱贫变为主动脱贫。把精

神文明建设作为扶贫的重
点和手段，将“输血式”扶贫
变为“造血式”扶贫，让贫困
户和扶贫干部形成合力，努
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刘建文)

临清青年办事处多措并举，助力脱贫

近日，聊城大学农学院新农科
技社的志愿者们走上街道开展以

“文明出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同
学们对过往行人车辆进行交通安全
知识宣传，向广大市民倡导“珍爱生
命，文明出行”的理念，呼吁大家共
同参与，共同监督，共创聊城交通文
明。 (通讯员 韩聪 冯倩楠)

珍珍爱爱生生命命 文文明明出出行行

今年以来，张炉集镇根据区
委、区纪委工作安排部署，加大扶
贫领域工作作风专项治理力度，进
一步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一是强化工作作风，建立起工作
进度每日一报制度。二是加大扶贫助
困领域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三是加
强扶贫产业项目后续管理和维护。四
是盯紧扶贫资金管理，保证专款专用。

通过以上举措，张炉集镇工作
作风更加务实有效，对有工作拖
沓、推诿扯皮或者优亲厚友倾向的
行为起到了监督和震慑作用，为脱
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
保障。 (李思哲)

东昌府区张炉集镇扎实

展开扶贫领域专项治理

30岁出头的张乃兵是闫寺街道
后田村村民，虽然毕业后回家务农
却一直有劳动致富的梦想。在考察
项目过程中，他偶然接触到几个种
梨专业户，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
多宝贵经验，从此迷上了种梨。

谁知提出种梨的想法后，并没
有多少人看好他。这时，后田管区书
记李海军帮助他树立了规模化种植
的信心，并帮他解决了技术、选址、
资金方面遇到的难题。

当张乃兵一家人分享着创业带
来的喜悦时，他并没有忘本，面对上
门请教的村民他都热情接待，并免
费到周边村庄果农家提供技术帮
助。 (杜春燕 叶焕银)

东昌府区闫寺镇：

张乃兵的“花果世界”

东昌府区沙镇积极探索扶贫专
项资金效益的使用和管理模式，提高
扶贫开发成效，制定扶贫资金监管的
制度、措施，提高扶贫资金监管力度，
让扶贫资金的运行“一路阳光”。

监管“无死角”，严格实行资金
专账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增强“透
明度”，健全和完善扶贫项目公告、
公示制。强化“巡查制”，加大监管部
门联动协查。练好“绣花功”，指派专
人负责项目档案和痕迹资料的收集
和管理，并分类建档。

追责“不留情”。加强扶贫资金
项目法人责任追究力度，对发现的
问题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擅自截
留、挪用、骗取、贪污扶贫资金等行
为，将追究责任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牛玉强 郑成亮)

东昌府区沙镇镇

扶贫资金监管“一路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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