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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记者来到东平县。该县境内
东平湖是“八百里梁山泊”唯一的遗存水
域，同时坐拥白佛山、腊山等文物古迹众多
的景区，山川秀丽。东平县副县长李生广告
诉记者，东平确立了“宜居立县、工业强
县、旅游富县”三大战略，将发展旅游业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打造东平湖、白佛山
国家5A级景区为抓手，做大做精山水文章，
打造全域旅游，积极融入省“水浒故里”
“鲁风运河”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开
展景区联合推介、捆绑营销和联合促销，实
现旅游业提质增效。

沿着东平湖上溯约30公里，在东平县南
城子村附近，一座大坝蓦然映入眼帘。这座
横卧于大汶河与大清河之间的戴村坝，初建

于明永乐年间，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4年6月戴村坝作为中国大运河的重要
节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今，这个已
经屹立了数百年的伟大建筑，不仅依然承担
着蓄水、拦沙、缓流的作用，还成为东平旅
游的品牌项目。

东平多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这里得到了最好诠释。2007年以前，银山
镇南堂子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背负着几
十万债务，别人戏称南堂子是“青山绿水风
景好，只见大哥不见嫂”。村党支部书记郑
灿宾上任后，开始流转土地，进行景区建
设，“发展旅游之初，老百姓不理解，村干
部不同意。流转土地时，老百姓连着3年到
我家门口挂条幅，把我家祖碑也砸了。但是

我想把我们村背靠昆山、面临东平湖的区位
优势发挥出来，带动村民致富，于是克服困
难，没有钱就积极争取项目扶持资金、集资
入股，现在成功开发了10个景点，还发展起
农家乐，老百姓感受到了旅游带来的快乐和
富裕，开始主动要求加入。目前，已有六分
之一的村民参与其中。”郑灿宾说，依托旅
游发展，现在南堂子村已是拥有1 . 3亿资
产、没有贷款的富裕村。

同样在乡村游发展中受益的还有东平街
道史楼村。该村新建徽派风格民房，67户村
民整体搬迁，村里小桥流水，道路宽敞整
洁，还引进“Lisa乐园”旅游项目，清明小
长假仅门票收入就有5万多元。“现在跟老
伴住着大房子，看着村里又干净又热闹，心

情舒坦得不得了。”71岁的村民张洪海笑着
说。

东平旅游要素丰富，白佛山、东平水浒
影视基地也是热门景区。白佛山因“齐鲁隋
代第一佛”而兴，现在正进行提升建设，项
目总投资30亿元，一期投资16亿元，规划建
设舍利宫、卧佛广场、大佛殿、大雄宝殿等
20多个景点，将成为以佛教为主，兼容道
教、儒家文化的大型文化产业项目。东平水
浒影视基地中有水浒影视城、水浒大寨、东
平古城等40余处影视拍摄项目，游人行走在
水浒影视城中，仿佛穿越几百年时光，而且
餐饮、住宿、休闲一站式满足，也完全跟上
了全域旅游步伐。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海宁 报道
本报泰安讯 帮朋友跑腿取的11万元现金不

小心落在了出租车上，幸好出租车司机帮忙送
回。4月30日，泰安出租车司机燕政在车前排座
椅下发现了11万元现金，通过全国交通运输服务
电话12328辗转联系到失主，并在出租车公司将
11万元现金交给了失主王先生。

据燕政介绍，当天15时许，在泰安市第一人
民医院门口，市民王先生选择了他驾驶的出租
车。王先生上车之后就在前面座椅落座，直到下
车一直不停地在打电话。“我看他很着急的样
子，到了荣军医院附近下了车。”他告诉记者。

送完王先生，燕政又接了两个活，这时他发
现座椅下有旅客遗失的物品，打开一看里面是11
万元现金。他立刻想到了12328服务电话，并留
言称自己捡到了11万元现金，如有旅客寻找可以
告知。通过12328服务电话辗转寻找，出租车公
司终于联系上失主，王先生当天下午拿到了遗失
的11万元现金。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李振欣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今年以来，新泰市汶南镇把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和
“生命线”，实施“产业招商、园区招商、依商
招商”三大战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
开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局面。

结合实际情况，汶南镇以益客产业园、新型
包材产业园、电商物流产业园为重点，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其中，在建益客生物医药项目总投资
1亿元，占地41亩，正在平整土地，预计11月份
建成投产，投产后可创利税1000万元；益客智能
机械项目总投资2 . 6亿元，占地89亩，预计11月
份建成投产，投产后可创利税9000万元。

在建一批，在谈一批，汶南镇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形成了良性循环。目前在谈招商引资项目有
11个，其中，包括德泰商用汽车整体锻造式推力
杆总成、挡泥板安装座总成项目等。截至4月
底，汶南镇签约、落地、在建项目共计3个，项
目总投资累计9 . 2亿元，投产后年可销售收入15
亿元，可创利税1 . 6亿元，安置就业640人。

□记 者 姜 斌
通讯员 徐 峰 王伟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28日上午，岱岳区粥店街
道高铁社区、泮河社区举行成立揭牌仪式。

高铁社区办公面积约2200平方米，16名工作
人员。社区所辖范围东至长城路、西至高铁前
路、南至万官大街、北至高铁北大街，约10000
户居民，30多万人，是目前全市最大、功能最齐
全的社区。

泮河社区办公面积约500平方米，16名工作
人员。社区管辖范围东至长城路，西至学院路，
南至泮河大街，北至泰山大街。辖区包括14个居
住小区和2个商业区。共计住户约7760户，目前
已入住4000余户。商业区分别是：长城一品沿街
商铺、中达山城国际在建商业写字楼。

□通讯员 李传玲 报道
本报东平讯 4月22日，金汇老商业街拆除工

作启动后，4月25日圆满完成拆迁任务，仅用了3天
时间！目前，东平县创卫网格积极配合，执法人员、
工作人员会聚老商业街拆违现场，正连夜把拆后
积存垃圾、土堆、杂货堆等清理干净。

此次拆违“攻坚”行动中，东平县执法局与
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连续作战三昼夜，将金汇老
商业街违建商铺全部拆除，共拆除111户138间，
4350平方米，违建拆除率达到100%，真正做到了
拆违拆临、还路于民、还公共空间于民。

据悉，县执法局将继续加大攻坚整治力度，
加大管理力度，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机制，
进一步巩固专项治理成果，为市民创建一个干净
整洁、文明和谐的环境。

“的哥”拾金不昧

11万元现金归还失主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彭彤彤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26日，泰安市畜牧兽医局

联合市蜂业协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部分养蜂
户来到肥城市潮泉镇，免费为果树种植户提供蜂
箱进行蜜蜂授粉。同时，邀请山东农业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副院长、中国养蜂学会副理事长胥保华
教授现场为广大果农、蜂农讲解在不同的果园环
境，如何选择放置蜂箱的位置、高度、放蜂时间
及相关注意事项。

潮泉镇是有名的林果之乡，目前樱桃花、苹
果花竞相开放，在果园中放置3个—5个蜂箱，可以
完成方圆15亩—25亩果园的授粉。据粗略测算，一
箱小蜜蜂，相当于40多个人一天的劳动量。采用
蜜蜂授粉，不仅可以为果农省下不少的雇工费
用，还避免了人工授粉不均匀、不及时等缺陷，
提高果树的坐果率、商品率，降低果实畸形率，
提高产量15%到20%，有助于果农增产增收。

据了解，市畜牧兽医局在结对帮扶、精准扶
贫工作上，充分利用业务技术优势，多次邀请农
大专家为蜂农和果农授课，组织蜂农为果农免费
提供蜂箱进行蜜蜂授粉，受到广大果农的欢迎。

蜜蜂授粉

果农增产增收

岱岳区粥店街道

两社区揭牌

3天拆除违建

4350平方米

汶南镇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掀起新高潮

新泰有山有水有灵气，有史有圣有文
气，有产有业有底气，有情有义有正气，有
城有市有人气，这为新泰发展全域旅游提供
了基础和条件。新泰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向
军表示，近年来，新泰市围绕“禅修旅游、
乡村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农业旅
游、健身旅游”等大旅游形态，以莲花山省
级旅游度假区为龙头，全力打造旅游观光、
农耕体验、休闲度假、健康养老等为一体的
休闲旅游产业，旅游模式实现了由景点旅游
向全域旅游的转变。

在游客心中，新泰莲花山最吸引人的是
它北方最大观音道场的名号，不过去年以
来，新泰市委、市政府实施莲花山旅游度假
区开发项目，总投资达到110亿元。4月26
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见证了项目建设的

成果。
车辆刚行驶到莲花山脚下，记者瞬间被

满山坡红色、紫色交融的芝樱花海吸引住
了，这正是项目建设以来新打造的一个景
点。沿莲花山山路一直向上，来到海拔920
米高处时，景区全新打造、全长2000米的悬
崖栈道，构建起了莲花山旅游大环线。整座
栈道临崖而建，蜿蜒曲折，自文昌阁开始，
翻越灵宝峰、天台峰、莲花顶三座山，连接
东中西三条游览线，可俯瞰原生态山谷。走
着走着，一条长百余米的玻璃栈道出现在木
栈道中间，距离地面垂直距离也近百米，美
景与惊险相随，成为一大旅游亮点。

“今年清明小长假，来自省内外各个地
市的自驾车，把停车场停了个满满当当。”
莲花山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全新的莲花山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前来休闲观光。莲花
山旅游度假区今后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融
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禅修度假等功能于一体
的旅游度假综合体、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在建设好莲花山这一新泰旅游龙头景区
的同时，新泰乡村旅游也发展得有声有色。
每到周末，新泰周边的市民总喜欢去龙廷镇
掌平洼村，看老井、吃农家饭、赏田园风
光。村中心吸引了无数游客的螺旋井，是
“农业学大寨”时期全村人花了7年时间建
成的，直径18米，深30米，一条石头巨龙由
井口盘旋而下，直入井底。眼下，老井成为
乡民的念想，更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
掌平洼村村委委员杨洪庆说，2015年，村里
正式做起乡村旅游，翻修老房子，修水泥
路，建民宿，还建好了游客接待中心。村子

以前缺水，只能种点抗旱作物，靠天吃饭，
收入微乎其微，现在游客越来越多，配套的
吃、住、行产业也都有了，农民也都转型做
起了“旅游人”，收入增加，精神面貌也越
来越好。82岁的村民吴汉莲，时常坐在村头
晒太阳，她笑着告诉记者：“一到放假的时
候，村里来的游客真多啊，我们家果子能卖
更多钱，心里高兴。”

距离莲花山不远的如意谷景区，成为游
客下山后的目的地。集开心农场、动物区、
儿童游乐区、如意谷餐厅等于一体，山水相
依，这里简直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景区位于
泉沟镇赵家峪村，以闲置林地为基础进行建
设，计划投资总计9000万，带动了周边村里
百余人就业，来做土地管家、交通指挥员、
卫生保洁员等工作。

2017“春满泰安”全域旅游全媒体春季采风走进东平县、泰山区、新泰市

泰安：全域旅游的新格局新期待
◆4月24日、25日、26日，2017“春满泰安”全域旅游全媒体春

季采风活动分别走进泰安市东平县、泰山区、新泰市，记者全程记录

了泰安全域旅游的新形象、新格局、新期待。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夏丽苗

作为泰安中心城区，泰山区在“天时地利人和”各种优势因素作用
下，全区旅游业发展，已经实现与泰山旅游的配套互补。4月25日，记
者走进泰山区，看大项目、品乡村游，见证了努力构建“两横四纵”旅
游新格局的泰山区崭新面貌。

25日上午，在泰山宝泰隆旅游度假区地下龙宫的溶洞之顶，一场精
彩的裸眼3D电影首映，太阳光谱的斑斓色彩被投射在溶洞之上，吸引
了大批游客驻足观看。这是景区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多游览内容，全新打
造的项目。泰山宝泰隆旅游度假区常务副总刘洪宇介绍，这也是目前国
内规模最大的裸眼3D项目。

“景区自从2014年开放营业以来，在原有游览项目基础上，陆续增
加欧洲风情小镇、锦鲤观赏池、七彩游乐园等内容。裸眼3D投影项目
今天是试运营，五一假期就会正式运营。景区还计划明年在核心区斥资
7亿元，打造欧洲温泉小镇项目，不仅为我们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也
为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游览项目。”刘洪宇说，对于全域旅游，景区
举双手欢迎，现在景区“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齐全，成了全域旅游
的受益者，当然也更愿意做推动者。

同样不断加强自身筹码的还有泰安方特欢乐世界。景区营销负责人
周斌介绍说，今年园区多个项目全新改版升级，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感
受。3月31日，VR版新《聊斋》首演，恐龙危机正在进行改造，影视特
技摄影棚、嘟比历险、嘟比农庄则要结合《熊出没》大电影元素落地园
区。“为了融入到泰安的全域旅游发展当中，3月初我们召开了推介
会，与地接社加强合作，同时积极与兄弟景区、酒店、宾馆等旅游业态
进行联营，来助力泰安全域旅游大发展。”周斌表示。

在大项目升级发展的同时，泰山区乡村旅游也进入发展快车道。最
近经过环山路艾家庄路段时，记者向北远眺，可以看到一场热火朝天的
工程正在进行中。泰前街道艾家庄是原有39户人家的石头村落，31户已
腾空交房，3月31日院落整修开始，计划10月份改造完成，总投资1亿
元，打造一处“悠游田舍”项目。在“修旧如旧”原则之下，项目将保
留传统村落和文化，以整修为主，建设艾家庄民俗古镇。项目负责人马
涛说，“土、野、俗、古、洋”，各种风格将在艾家庄融汇，并且突破
环山路以北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带动三合、鹁鸽崖、白马石、黄山
头、下梨园等沿途村居乡村旅游的发展。

邱家店镇石碑村也是颇有特色的乡村旅游点，锦鲤观赏池、游泳
池、垂钓池、葡萄采摘园、蔬菜采摘园一应俱全，荷兰风情的小木屋集
餐饮、吃住于一体，五一假期吸引了来自济南的两个团队、总共30多人
入住。上高街道魏家庄村的“泰山人家·上高庄园”，借助发展较早、
距离市区近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全市乡村旅游排头兵。“开心农
场”、40多个采摘大棚、花卉市场、特色古街，不仅吸引来了大量游
客，还成功解决了近60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泰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苏春明表示，下一步将把全区作为大景区统
一策划、统一布局，构建“两横四纵”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加强旅游项目建
设，构建全域旅游支撑体系。同时，进一步丰富全域旅游产品体系，构建全
域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建立更完善的旅游安全和综合监管保障体系。

新泰市：由景点观光向全域旅游转变

东平县：做大做精山水文章

泰山区：

大项目全新升级

乡村游加速铺开

▲泰山区上高庄园内的多肉大棚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东平史楼村“变身”徽派建筑带动了乡村游发展。 ▲东平水浒影视城内扮演鲁智深的演员正在进行表演。

▲新泰掌平洼村村民乐享清闲。 ▲新泰的芝樱花海是莲花山新打造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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