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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为民 王长柏

扫码积分可换生活用品

泰安市民将废弃物如旧电池、旧衣物、玻
璃瓶等分类处理后带到兑换服务点，就能兑换
积分。积分可以用来兑换肥皂盒、香皂、洗手
液等生活用品。泰安市环卫部门还制订了生活
垃圾分类技术导则，鼓励一线工人规范操作，
分类完成好的，一桶餐厨垃圾奖励5元，直接
与工资挂钩。

国庆节前，泰安市第一批智能分类垃圾箱
正式在岱岳区常家庄村上岗，这也是全市第一
批生活垃圾分类兑换服务实施试点。现在，市
民根据操作提示，扫二维码，按下对应按钮，
就可将垃圾分类投放，还能获得积分，积分达
到一定数目，可兑换礼品。

“今天我拿来了10个矿泉水瓶子，一共兑
换了20个积分，之前我攒了100个积分，想多攒
点换个香皂。”10月16日上午，在岱岳区常家
庄村垃圾分类积分服务处，正在兑换积分的村
民董女士告诉记者，管理人员帮助她用手机微
信扫码实名注册，注册后管理员给她一张磁
卡，将卡放在扫码机感应区上获取一张条形码
后，贴在分类垃圾袋上，之后将垃圾袋扔进相
应的垃圾桶内。管理员会将此次分类垃圾按相
应标准兑换积分，居民可选择在卡内累计积
分，也可选择兑换相应日常用品。

“孩子爱玩遥控汽车，家里有很多废弃电
池没地方扔，旧电池越攒越多，得知这里有个
兑换点，就过来看看。”市民严女士说，她一
共带来了50粒废弃电池，换了50个积分。

“兑换点建立半个多月以来，已有不少附
近的居民陆续来兑换，目前已有累计积分到
190分的居民。”常家庄村垃圾分类兑换点管
理员王勇说，“像刚才的董女士送来10个塑料
瓶子，她会得到20分，等累计到相应分数可兑
换相应日常用品，如牙刷、洗手液、肥皂、毛
巾、洗洁精等。”

“垃圾分类是对垃圾进行处置前的重要环
节，将有害垃圾分类出来进行无害化处置，可
减少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的含量；其
他垃圾采用密闭专用车辆运送至焚烧发电厂进
行焚烧发电或运至填埋场进行规范化填埋；可
回收垃圾可联系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上门收
集，进行资源化处理。”泰安市城市管理局环
卫处垃圾分类管理办公室主任颜曦介绍。

“目前，泰安市在岱岳区常家庄村和奥林
匹克花园小区两个社区设置了垃圾分类积分集
中兑换点。今后，泰安将有更多的小区设立兑
换点，引导更多市民提高垃圾分类意识并参与
其中。”颜曦说，综合考虑居民的生活习惯，
在不增加群众生活负担的基础上，逐步养成主

动分类的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活垃圾
分类的良好氛围，针对居民的实际情况和生活
习惯，以居民可接受、财政可承受、面上可推
广、长期可持续为标准确定分类方式，制订鼓
励政策和措施。

选取100个垃圾分类示范点

满满一垃圾袋扔进垃圾桶，既有菜汤、菜
叶等湿垃圾，也有塑料瓶、纸盒等可回收垃
圾，这是常见的居民丢弃垃圾的方式。自今年
8月11日起，泰安市出台《泰安市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按照生活垃圾处理减
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原则，全面推行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力推动
落实强制分类措施，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根据产生垃圾的特点，泰安市确定按照居
民小区、学校、医院、商场、宾馆、餐饮饭
店、行政事业机构、农贸市场、窗口服务单
位、乡镇10个类别，每类选出10个点，全市共
计100个点作为垃圾分类的示范点，对垃圾分
类进行全面推广。目前已与确定的100个垃圾
分类示范点进行了沟通和协调，近期将配备专
门的宣传员和督导员到100个示范点进行指导
和宣传，安放设施，制订分类标准，年底前将为
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开展提供样板。

示范工程单位建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落实

责任人，配备专门的宣传员、监督员。”泰安
市城管局党委委员、环卫处处长姚文涛介绍，
示范工程建设完成情况将纳入城市管理综合考
核，与奖补资金挂钩。对示范工程建设工作成
绩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对没有按期完成任务
的，要追究责任。

“目前，我们在城区有75个垃圾分类站，
每个站点配置了引导员。这些一线环卫工人要
对居民丢弃的垃圾开袋检查，并告知市民垃圾
如何分类。”颜曦介绍，环卫部门鼓励一线工
人规范操作，分类完成好的，一桶餐厨垃圾奖
励5元，直接与工资挂钩。“这样既能提高垃
圾分类的准确率，也提高了工人的工作积极
性。”

□ 本 报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冯晓波

景区迈入“无现金”时代

“以前节假日出行买票、进景点要排长
队，但是这次来泰山我提前从网上订了票，现
在刷身份证就能进山，省去了不少时间。”10
月7日，在泰山景区天外村进山检票口，来自
河南的游客冯先生对于“无现金”就能快速进

入景区很满意。
直接刷身份证就能进山游玩，泰山景区在

国内景区中走在前列。而这依托于景区借力互
联网线上资源建设的智慧票务功能。

“2015年7月，分析到门票实名制发展的趋
势和刷身份证读取速度快，还能为景区的精准
营销等收集数据，我们就开始致力于该项功能
开发。通过到其他景区考察学习，并反复完善
方案，与厂家对接设计生产能够刷身份证进山
的闸机，在国内景区率先实现刷身份证直接进
山。”泰山景区信息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宋
磊说。

如何让游客更方便快速地进入景区游览，
泰山景区一直在努力探索。早在2013年，景区
就整合线上线下O2O网络资源，建设了网上售
票平台，同时在天外村进山检票口设立了10台
自动售取票机，方便游客自助购买景区门票。

2015年，在已建成“数字泰山”电子门
票、门禁系统基础上，实施电子门票系统升级
改造，建设智慧票务系统，实现传统手工售检
票向现代化售检票转化。万仙楼、天外村、桃
花峪3个进山口均实现进山、乘车售检票及电
子路单数字化管理，实时客流量统计分析管
理，并实现与OTA网络电商统一接口，游客手
机、网络在线购买门票后，免换票直接进山，
减少排队购票环节，极大地方便了游客游览。

今年1月新推出“智慧泰山”微信公众服
务号，实现线上线下微信支付，把售票窗口放
到网上，一部手机，游遍泰山。今年国庆中秋
假期，微信及网络渠道售票达8 . 4万张，占比
超过32 . 5%。

构建智慧防火系统

泰山是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防火
工作被摆在突出位置。为进一步提升森林火灾
预防控制能力，泰山景区实施了智慧防火建
设。从“预防火灾、发现火灾、扑灭火灾”三
个层面，构建了智能化监控报警系统、高清视
频监控系统、防火三维云平台等为代表的九大
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森林火灾风险作出
分析判断，实现火情推演，应急预案联动。

利用智慧泰山平台，泰山景区沿桃花峪、
樱桃园、竹林寺、红门30公里林缘线开展智能
监控和越界报警系统建设，共架设监控探头160
个、语音提示系统90套，实现了对主要进山路口
和重点区域的24小时监控，有人进入能够及时
发现报警。此外，还将卫星遥感技术应用到森林
防火上，建设双光谱火灾探测系统，安装报警监
控探头4个，3公里半径火灾能够第一时间自动
报警，实现重点火险区域24小时监控全覆盖。

此外，今年9月，景区新建设了“智慧泰
山防火三维云指挥平台”，建立火警救援数据
库，分析环境数据，研判火情发展趋势，人
员、队伍、物资自动分析，实现自动报警、智
慧研判和智能指挥，系统功能目前处于全国同
类景区领先地位。

紧盯监控发布实时信息

一到节假日，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如何维
持旅游秩序，确保游客安全，一直是景区面临的

一大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去年农历三月三之
后，泰山景区开始着手建立假日智能指挥系统。

“以前节假日，一线指挥人员、工作人员
不能全面掌握游客进山数据，不知道景区客流
高峰位置和发展趋势。我就提出了建立假日微
信交流群，在群里随时发游客进山数据和各客
流高峰区域监控截图信息。现在只要是到了节
假日，我都会紧盯监控系统，万仙楼售票和检
票口是不是排起长龙了，早上看日出游客的人
员密度情况，岱顶区域哪个地方游客多，关键
卡脖子区域是否需要疏导等，都会及时截图发
到微信群里，方便各级指挥员掌握景区实
况。”宋磊告诉记者，假日智能指挥系统包括
节前预判、节日指挥和节后分析。

节前利用网络爬虫自动抓取的互联网关注
信息，结合往年大数据统计分析，提前进行客
流量预测，做好应急准备；节日期间利用1058
个视频监控，实现景区24小时高清画面监控，
结合智能化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实时发布全山
各通道客流密度和辖区客流量信息；节后针对
大数据采集的游客信息，对游客进行精准画
像，分析游客客源地、行为习惯变化趋势，为
景区提升服务、精准营销提供决策依据。

“智慧泰山”以互联网思维为引领，应用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了
景区智能化保护、可视化管理、智慧化运营。
当前，新一轮“智慧泰山”大数据平台建设正
在大跨步发展中，建成后全新的建设成果将确
保泰山继续领跑全国智慧景区，为中外游客提
供更加舒适、便捷、安全的旅游环境，打造山
岳旅游第一名片。

□ 本 报 记 者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黄丽娟

10月16日上午9点，第十三届泰山苗木
花卉交易会在泰山区邱家店镇泰山国际花
木城拉开序幕，这也是苗交会首次“移
师”泰山国际花木城。

本届苗交会为期两天，以“绿色、生
态、合作、共赢”为主题，展会共设置室
外、室内两大展区，展位总面积达1 . 5万平
方米。其中，143个室外展位主要展示了本
地苗木花卉、园林机械和农药化肥等产
品。室内展区提供特装展位24个、标准展

位240个，设置了盆景及泰山奇石展、花卉
展区、菊花展区、桂花展区、多肉植物展
区、泰山画派书画展等多个展区。

本地花农刘化林出售各种颜色的梅花
枝，还有四季富贵梅，摊子虽然不大，一
上午时间就卖出去了80多枝。盆景展区的
三木松柏盆景园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参观。
负责人杨玉森说，为了参展，他们提前了
好几天过来，“5天前就已经发出去一个
400万元的大单了。”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会客商来自全国
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会企业379
家，涵盖苗木上千种，预计总交易额将突

破12亿元。
泰山区作为本届苗交会主要承办单

位，近年来，依托地域优势发展品牌农
业，做大做活了苗木花卉这一特色产业。
据了解，目前，该区苗木花卉面积达12 . 5
万亩，年产值15 . 9亿元，苗木品种已达300
余个，花卉品种已达150余个，主要包括以
蝴蝶兰、仙客来为特色的高档盆花和以泰山
景松、樱花等为代表的大型景观树种。同时，
全区注册林业龙头企业达165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104家，年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25
家，拥有“泰山松”品牌，注册有“东岳”商
标，拥有省级苗木花卉科技示范园区1个。

□记者 刘培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12日至13日，中国城市环

境卫生协会华东地区第25届年会暨山东省第十届
城乡环境卫生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博览会在
泰安举办。

智慧环卫一体化联运产品成大会焦点。参展
商带来了智能垃圾分类箱、垃圾袋兑换一体机、
餐厨垃圾处理机、垃圾分类手持终端等众多智能
环卫设备。展会同期还举办了“中国城市环境卫
生协会华东地区第25届年会暨第20届废弃物处理
研讨会”，来自行业内的10多位专家学者和近
1400名行业负责人到会，就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和
垃圾处理等问题现场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郭翠华 杨 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13日至15日，第四届全国
植物生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论坛暨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展在山东农业大学举办。来
自全国19所高校的近120名师生参加了此次论
坛。

据介绍，论坛共收到19所高校推荐的植物生
产类大学生实践创新论文106篇，其中有78篇论
文进行了现场海报展示。论坛期间，来自16所高
校的大学生代表进行了大会论文交流，南京农业
大学吴震教授等9名专家组成的论文交流评审委
员会进行现场提问、点评和打分。经过综合评
价，本届论坛共评出优秀论文一等奖10篇、二等
奖20篇，三等奖30篇；由参会学生自主投票，论
坛还选出“学生最喜欢的实践创新项目”11项。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张 强 王 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4个扶
贫日，也是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为进一步动
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众志成城打
好脱贫攻坚硬仗，10月17日上午，泰安市在市政
广场举办2017年“全国扶贫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在现场设置电子屏滚动播放泰安市
脱贫攻坚专题片，并通过设置展板全面展示全市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成效，吸引了不少群众前
来观看。

近年来，泰安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
本方略，创新扶贫方式，加大扶贫投入，脱贫攻
坚工作扎实有效推进。今年以来，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全市落实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27219万元；发放小额扶贫贷款36200万元，帮扶
贫困户8923户；实施财政产业扶贫开发项目459
个、涉及671个村，带动贫困人口30821人；易地
扶贫搬迁、黄河滩区迁建、移民避险解困“三大
工程”进展顺利，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
坚实基础。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魏 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0月17日，记者从泰安交运集
团获悉，该集团与山东交运集团分别投资、购置
10部豪华商务大巴，开通泰安至济南高速专线，
旨在进一步满足乘客多元化、多层次出行需求。

泰安至济南高速专线采用的车辆乘坐舒适、
各类服务设施齐全、安全性高，专线车辆分别在
泰安汽车站、济南长途汽车总站循环对发，发车
时间为早6：20到晚6：30（每半小时一班），循
环发车，全程高速，一票直达，在服务升级的基
础上，保持原票价不变，让旅客尽享舒适、安
全、经济、快捷、高效的出行新体验。

垃圾分类投放 积分可换礼品
引导市民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泰安市启动“绿色账户积分兑换”服务

景区资源环境保护、游览组织与公共服务、游客安全保障等效果明显———

“智慧泰山”建设便捷高效旅游体验

◆作为山东省首批强制推进垃圾分类的

试点城市，到2020年，泰安的生活垃圾回收

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为了引导市民正确

进行垃圾分类，9月25日，泰安市启动“绿

色账户积分兑换”服务，在社区推行生活垃

圾分类兑换礼品服务。

全国城市环卫行业

年会在泰举行

泰安开展“全国扶贫日”

宣传活动

泰安至济南

高速专线开通

植物生产类大学生

齐聚泰安

研讨实践创新成果

◆9月30日，泰山景区对于国庆中秋

“双节”假期的客流分析研判出炉。根据

预判，今年假日期间进山客流量共计大约

31 . 6万人，景区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模式。

10月8日24时，“双节”假期落下帷幕，

泰山景区接待进山进景点游客30 . 5934万

人，实际数据再次证实景区客流量预测准

确率达90%以上。

近年来，泰山景区充分运用网络大数

据对旅游形势进行超前预判，定时编发假

日预测预警通报，自去年以来客流量预测

准确率达90%以上，为客流高峰管控应对

提供了充分的决策依据。而这只是泰山景

区“智慧泰山”建设的一个缩影。

第十三届泰山苗木花卉交易会开幕

上千种苗木参展“寻商机”


	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