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5月20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恰逢

周六，聊城数十家景区推出免
门票及优惠活动，吸引众多游
客、市民前去参观游览。

记者从聊城市旅发委获
悉，中国旅游日期间，聊城多个
景区推出10多条重点惠民措
施。5月19日，摩天轮、海底世
界、深海传奇、龙堤码头游船票
价八折优惠。19日当天，东昌上

林苑门票半价，19日至20日采
摘园内产品打八折。5月19日，
前19位游客可免费进入东阿阿
胶城旅游，5月3日—19日下午6
点后，游客可免费参观；5月12
日、13日、19日、20日，游客持身
份证可免费进入阿胶世界景区
参观。

中国旅游日当天，有残疾
人证、老年人证的参观滨河野生
动物世界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海
洋馆享受免费政策。周公河游乐

园景区门票全免，游玩全部半
价，针对劳模、先进工作者、复退
伍军人，所有旅游设备凭证件一
律免费乘坐。游览景阳冈、狮子
楼和蚩尤陵景区，购买联票仅需
50元(原价100元)；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战役纪念园免费参观。姜堤
乐园65岁—70岁老人原价30元/
人，优惠后20元/人，70岁以上老
人免费；聊城动物园65岁以上老
人免费。茌平县内全部A级景区
免费开放。壹树亲子农乐园全天

候免费开放。
此外，聊城多个景区还推

出22条惠民措施。其中，景区降
价、免费等面向大众的惠民措
施有11条，包括武训先生纪念
馆免票参观，天沐·江北水城温
泉度假区和中华第一梨园风景
区门票半价优惠，堂邑民俗旅
游区文庙景区全天免门票，鲁
西葡萄生态观光园当天免门
票、产品打八折，高唐赛石花朝
园门票半价等。旅游扶贫助残

措施有6条，包括滨河野生动物
世界有残疾人证的享受门票半
价优惠、海洋馆享受免费政策，
周公河游乐园对复退伍军人所
有旅游设备凭证件一律免费乘
坐，景阳冈、狮子楼和蚩尤陵景
区残疾人凭《残疾证》免费参观
等。对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先进
群体实施旅游奖励的优惠措施
有2条，其他惠民措施有3条。这
一系列优惠活动，吸引众多游
客、市民前去参观游览。

中中国国旅旅游游日日聊聊城城景景区区打打折折迎迎客客
一系列惠民措施吸引众多游客、市民前去参观游览

本报聊城 5月 2 0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崔静) 5月19日，泉聚苑第
五届葚果文化旅游节在泉
聚苑养生休闲旅游度假村
开幕，高唐县政府副县长
刘 莹 出 席 了 开 幕 式 并 致
辞。

泉聚苑葚果文化旅游
节自2014年起已成功举办
四届，是高唐县最具影响力
的乡村旅游品牌。本届文化
旅游节以“采葚果、品桑茶、
忆童年、送健康”为主题，让
游客在泉聚古桑树群下体
验先人留下的文化物质瑰

宝，回味童年的本色味道，
在农业现代科技园中感受
科技带给来的安全和健康，
近距离接触绿色果品、中医
养生、生态农场、桑树果木，
体验欢乐采摘、走进自然的
美好情趣。

文化旅游节期间，将举
办“大型综合文艺演出”、

“儿童娱乐活动”、“垂钓活
动”、“公益记者站”、“古筝
茶艺表演”、“泉聚书画笔
汇”、“特色美食”等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广大市民及
周边游客可前去体验葚果
采摘的乐趣。

第五届山东高唐泉聚苑葚果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

市市民民游游客客均均可可体体验验葚葚果果采采摘摘乐乐趣趣

市民体验葚果采摘乐趣。

本报聊城5月20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董
凤霞 刘文勃) 为确保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任务
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文明
单位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促进聊城市社区精神文明
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扎实开展，5月18日上午，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党
委副书记李正、原党委副
书记迟连河带领党办、团
委、宣传处及与龙湾社区
对接“1+1”好支部共建的
学校机关第三党支部、学
校党员学雷锋志愿者服务
队等相关人员一行1 0人，
走进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办
事处龙湾社区开展结对帮

扶促创城调研工作，双方
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龙湾社区书
记王勇介绍了龙湾社区基
本情况，说明了社区近期在
文明创城工作中急需解决
的难点问题。

李正在听取介绍后说，
此次调研的目的就是深入
实际，摸清情况，确定帮扶
工作任务，制定具体帮扶工
作方案。他特别强调，结对
帮扶工作首先要对接思路，
从党支部共建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入手，进一步完善
社区管理制度，加强创城宣
传，帮助居民理清思想、提
高认识，切实帮助社区解决
问题。

双方商定，帮扶工作以

党支部共建为统领，定期组
织学校党员学雷锋志愿者
服务队和学生志愿者服务
队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帮助社区维护公共卫

生，加强对文明城市创建的
宣传，不定期到社区举办各
种文化活动，全方位开展文
明提升创城帮扶，促进社区
创城工作提档加速。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开开展展结结对对帮帮扶扶促促创创城城调调研研

本报聊城 5月 2 0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黄复庚 李宇鹏 ) 5月
1 7日，由山东省商务厅主
办，聊城市技师学院承办
的山东省“跨境电商进万
企”巡讲活动(西部六市综
合培训班 )在市技师学院
学术报告厅举办。来自枣
庄、济宁、德州、聊城、滨
州、菏泽市商务系统、国家
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跨
境电商企业及外贸企业的
近400名代表参加了培训。
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
德云代表学院致欢迎辞，
省跨境电商协会执行秘书
长吕亚萍讲话。聊城市商
务局副局长耿冰天、聊城
鸿远外贸服务中心CEO侯

敏出席会议，学院副院长
王化中主持开班仪式。

仪式上，吕亚萍、刘德
云为山东省跨境电商协会

“聊城市技师学院副会长
单位”揭牌；耿冰天、侯敏
为 山 东 省 跨 境 电 商 协 会

“聊城代表处”揭牌。
培训为期一天，邀请

了山东省跨境电商百人专
家库成员及跨境电商企业
负责人授课。培训内容包
括协会助力企业发展、外
贸新业态政策解读、E路有
你，有b a y而来、外贸企业
海外数字整合营销、外贸
企业常见问题解析、跨境
物流综合解决方案、如何
打造金牌外贸团队等。来
自跨境电商行业中的精英

专家深入浅出，多角度分
析了跨境电商现有形势及
未来发展趋势。通过一天
的培训，与会者明确了跨
境电商发展契机，拓展了
经营视野，提升了适应新
型 营 销 模 式 的 能 力 和 水
平。

山东省“跨境电商进
万企”巡讲活动是省商务厅
加强跨境电商人才队伍建
设、促进跨境电商工作的重
要举措，目的是促进我省跨
境电商快速发展，推动外贸
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外贸领
域新旧动能转换。

省省““跨跨境境电电商商进进万万企企””巡巡讲讲活活动动在在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举举办办

本报聊城5月20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猛) 为规范城
区道路交通秩序、营运秩序，加强城
区道路交通管理，提升通行效率，确
保安全畅通，为群众出行、经济社会
发展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冠
县交警大队联合冠县公安局、冠县
综合执法局及冠县市场监管局开展
三轮车、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冠县
大队联合县公安局、县综合执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集中开展整治联合执
法行动，出动执法力量20余人，执法
车辆8台，在红旗路、冠宜春路等城
市城区中心道路以及汽车站、妇幼
保健院等重要节点开展三轮车、四
轮车等集中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查
扣涉嫌非法营运车辆8台，闯禁区车
辆5台，无证无牌行驶1台，劝导违法
车辆50余台次。

冠县交警开展非法营运

三轮车联合执法行动

本报聊城5月20日讯(记者 李
怀磊 通讯员 李猛) 为切实服
务辖区群众，冠县大队坚持以人为
本，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全面提高
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按照

“真、细、实”三字经的要求开展爱民
服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并受到
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大队收集整
理群众对公安交管工作意见建议，
创新整改工作，让群众满意度进一
步提升。

一是服务群众力求一个“真”
字。大队推行三真措施：真诚服务、
真心服务、真情服务，让前来办事的
老百姓感受到真切。二是服务群众
立足一个“细”字。大队民警每次外
出走访群众工作回来后必须细致地
记好工作日志，将采集的各种信息
资料纳入台帐归档，成为警务工作
中的“活资料”。三是服务群众突出
一个“实”字。为方便群众，实实在在
搞好服务，大队更新制作了警务公
示牌，公布民警的照片、电话、服务
群众的内容等，让群众知道办公场
所内民警所承担的服务内容，真正
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冠县交警创新服务理念

构建和谐民警关系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宏博五金电

料批发部不慎将在聊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闫寺支行开户
许 可 证 丢 失 ，核 准 号 ：
J4710001964101，开户许可证编
号：451002158236。特此证明！

挂失声明
谢洪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革

命伤残军人证不慎丢失，证号：鲁
军P004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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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