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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郭晗

自2005年起，教育部每年10月份均会在全
国范围内举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活动，以期
加快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
而济南市是全国开展此项活动较早的城市之
一，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市
内各区及市民多次获得全国表彰奖励，在建设
学习型城市、普及全民终身教育方面更是走在
了全国前列。10月27日，济南市暨槐荫区2017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旨在进一步
营造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良好氛
围，从而使得“让学习成为信仰、让学习改变
生活”成为广大市民的自觉追求。

10月27日上午，槐荫广场气氛格外热烈，
来自济南市槐荫区老槐树艺术团的老年人以饱
满的热情，表演了一支振奋人心的舞蹈《旗帜
颂》，赢得了在场观众的一致称赞。这精彩的
节目正是槐荫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展演的成
果，而济南市暨槐荫区2017年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以下简称“活动周”)也伴随着这一片欢
声笑语就此启动。

据了解，今年的活动周由市教育局、槐荫
区人民政府主办，槐荫区教育局、槐荫区青年
公园街道办事处承办，旨在推动全民终身学
习，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其实，“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早已成为
济南市每年的“品牌行动”。以此为抓手，当
地在引导、促进全民参与终身学习工作方面颇
有成效。今年4月，济南市和历下区、天桥
区、槐荫区获得了全国“2016年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优秀组织奖”，长清区、市中区、历城
区、章丘区获得全国“201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
动周成功组织奖”。2017年，更有一大批学习
榜样、服务标兵、优秀教育项目涌现出来，济
南八一书画研究院韩春生等36人被评为2017年
度“泉城学习之星”、历下区教育局王悦等24
人被评为2017年度“泉城学习服务之星”，历
下区“百课千讲——— 历下民生公益大讲堂”等
13个社区教育项目被评为“济南市优秀社区教
育示范项目”……

围绕着“用学习改变生活”这一人生信
条，这些榜样人物、先进团队或用知识提高自
身生活质量，或带动、帮助更多人参与到丰富
的学习活动中来，共同从学习中获益，享受更
精彩的人生。而在启动仪式上，2017年度“泉
城学习之星”朱晓菲更进一步向全体市民发出
倡议——— “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社区从我做
起，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让学习成为信仰，用学习改变生活，让我们通
过更多的学习，更好地提高，更快地发展，为

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四个中心、建设
现代泉城’的宏伟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眼下，以本届活动周为契机，济南市还在
加大全民终身学习推动力度。活动周启动当
天，省城便有不少社区参与到了全民终身学习
成果展中——— 这边的市民挥毫泼墨，结笔轻
疾；那边的长者巧手剪纸，做工精致；还有手
工编织、电脑课堂……丰富而精彩的内容引得
广大市民驻足赞叹，不少市民表示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表达了强烈的学习意愿。在接下来的
几天，济南市还将组织开展“百姓学习之星”
“百姓学习服务之星”“济南市优秀社区教育
示范项目”等典型事迹宣传，用身边的人、身
边的事去鼓舞人，激励人，传递正能量，不断
提高全民终身学习的参与率；各社区教育学校
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培训和
活动，鼓励和支持培训学校积极与当地社区结
对共建，开展公益培训和活动，积极推动“让
学习成为信仰，让学习改变生活”成为广大市
民的自觉追求。

济南市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的
相关工作还在保持着“加速跑”。据了解，
2000年，济南市政府便首次提出了“构建终身
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战略，并于
2010年起承担国务院“完善成人教育体系,推进
学习型城市建设”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
目。2012年，市政府又出台《济南市推进国家
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指出要
“全力打造覆盖城乡的市民数字化学习平
台”。2013年，“建设全民学习服务中心”被
列为“民生实事工程”之一。2014年，济南市
全民学习公共服务平台——— “泉城学习网”平
稳运行满一年，累计开展公益培训6000余人
次，济南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免费快捷的学
习服务，体验“学习革命”。2015年，“全民
学习”工作持续推进，触角进一步深入基层社
区，“泉学e站”被评为全国13个“特别受百姓
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之一。2016年，济南
市社区教育工作得到快速发展，已建成独立的
区、县社区教育学院7处，并在85%以上的街道成

立了社区教育中心学校，80%以上的乡镇建立了
成人教育中心学校，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被
确立为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槐荫区被确定
为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历城区、长清区被
确立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区，章丘区被确定为
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市中区舜耕街道等5个
街道被确立为全国创建学习型社区示范街道，
历下区千佛山街道等14个街道被确定为国家级
社区教育示范街道，槐荫区青年公园街道等21
个街道被确定为省级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我们还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整合社区
教育资源，完善线上线下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
务体系，同时各县区要创造条件建设好社区教
育三级办学网络，各市区教育学院着眼于提高
居民的文化素质、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满足
不同需求，使市民真正从学习中受益，各县区
要因地制宜，构建长效工作机制，面向不同群
体积极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学习活动。”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
任泽焕表示。

让学习成为信仰，让学习改变生活
济南市暨槐荫区2017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活动周启动仪式现场，梦飞翔艺术团表演男生小合唱《永远跟党走》。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冯佳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笔走流金，纸间溢香，刀琢出

彩，巧手成花……10月25日到11月3日，济南市

中小学师生艺术作品展暨中小学生艺术实践工作

坊展览在山东出版美术馆举办。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济南市教育局、市文广

新局和市文联联合举办，活动旨在全面总结和展

示济南中小学校美育教育成果。活动自今年9月

份启动，通过各县市区的选拔推荐，共有450幅

师生书画作品及29个艺术实践工作坊项目入围市

级评选。10月初，济南市教育局聘请多位省市知

名书画专家对所有作品进行了评选，获奖作品包

括104幅教师书画作品，191幅中学组书画作品，

155幅小学组书画作品以及12个艺术实践工作

坊。此次展览展出了包括书画、陶艺、剪纸、雕

刻、皮影等艺术形式在内的130余幅优秀获奖作

品以及12个艺术实践工作坊。济南市各区师生代

表在活动期间依次有序参观了展览。

中小学师生

艺术作品展举办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马 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8日晚，2017年中德(济

南)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友谊赛开幕。

据了解，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2017中德
(济南)国际青少年校园足球友谊赛由济南市教育

局、体育局和外事侨务办公室联合举办，10月29

日开赛，11月2日闭幕。此次活动，是中国和德

国“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

之一。活动旨在通过体育这个媒介，进一步增强

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往，在展示足球魅力的同时

加深他们的情感沟通。友谊赛分别邀请U13和
U15年龄段共两支德方球队参与赛事角逐，按照

年龄分成两组，每个组别编入3支中方球队，施

行小组单循环赛制，评选出最佳阵容与最佳射

手。济南市则派出龙奥学校、甸柳一小、泉城中

学、甸柳一中等优秀球员参赛。

今年正值中德建交45周年，中德关系保持高

水准发展，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加深。今年

也是山东省和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关系30年，巴

州已成为与山东交往最活跃、综合实力最强的省

州之一。济南市是山东省省会，济南与德国关系

源远流长。2004年，济南市与德国奥格斯堡市缔

结为友好城市，双方在教师教学和学生交流等方

面展开了成功的交流与合作。今年8月，奥格斯

堡市爱乐合唱团一行40余人来济参加第四届济南

国际合唱节，10月德累斯顿市十字男童合唱团来

济访问演出，近期济南市教育局又与德国工商总

会住上海办事处签署了“中德双元制教育”项目

合作协议。

中德国际青少年

校园足球友谊赛开幕

□吴萍萍 崔琳 朱红梅 报道
10月30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应用设计学院

2017级新生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长清校区美术馆
临摹学习长沙娜“花开敦煌”临摹作品展。通过
对这些作品深入理解构图，以及点线面、设色的
运用，让学生深刻学习和体会艺术传统，充分发
挥临摹对于认知传统笔墨语言、造型规律、文化
内涵的重要作用。

山工艺开展

临摹教学活动

□ 本报记者 饶翔宇 田可新

北湖片区完成签约10705户

“北湖片区改造项目是省、市棚改重点项
目，是天桥区棚改(征收拆迁)工作的主战场，
片区征收体量大，新老问题叠加，情况非常复
杂，群众诉求多样，征迁任务繁重。概括起
来，就是‘大杂难’。”北湖片区开发工作现
场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对此，天桥区委工作
组、办事处、指挥部、社区居委会等形成“多
级联动”的工作队伍，立足片区的复杂情况，
厘清各方面矛盾问题，用好用活现有政策，着
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精准回应群众诉求，实
打实地做群众工作。

当地始终坚持群众工作法破解难题。在此
次北湖片区拆迁工作中，片区内共涉及村民
2784户，是今年征收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在
村民征迁工作中，拆迁指挥部依靠办事处及村
居，坚持“群众工作群众做”，立足集体土地
房屋产权性质的复杂情况，本着“尊重历史，
不与民争利”的原则，通过多种办法和途径，
激励、引导村居干部主动作为、积极作为，充
分调动他们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妥善处理各类
复杂问题的积极性。对征迁中涉及的特殊问
题，坚持“一事一议”，高效决策，确保各项
工作扎实有序推进。特别是在今年“6月冲
刺”攻坚阶段，各社区充分调动积极因素，

“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短短一个月内，新
增村民签约477户。截至目前，已完成村民签
约2434户，签约率近90%，其中2017年新增村民
签约835户，签约率提高30个百分点。

为了解决无证房征收(收购)这一重点和难
点问题，当地还积极协调上级部门，对于村居
自建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建设的1800余户无证
房，通过“货币+房票”的形式，实行无证房
被收购人团购住房政策，解决房屋被收购后的
住房问题，集中推进无证房收购签约，目前已
完成收购签约1200余户。

截至目前，片区已完成被征收居民签约总
计10705户，其中城市居民签约6151户，签约率
97 . 3%；村民签约2434户，签约率近90%。177宗
集体非住宅已签约171宗，签约率96 . 6%。国有
非住宅已完成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15家单位。
拆除地上物总建筑面积约145万平方米，拆出
总净地1492亩。西安置区B-2地块、东安置区A
-1、A-2地块2876套安置房已开工建设。

新工艺示范园完成率107%

天然天能(济南)环境技术研发应用基地项
目是天桥区济南新工艺示范园区内的一个由天
然天能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新近投资建设的项
目。该公司是一家投资环保治理产业的投资控
股公司，在国内控股环境治理不同领域的5家
公司，并设有3家境外直属机构，业务涵盖水
处理、大气治理等领域，为北控水务集团、首

创环境、北排集团、葛洲坝集团等500强公司
服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环境污染处理领域的国
际、国内专利230项。据了解，该基地项目可
充分利用天然天能自身技术优势，在园区内建
立环装备制造、环境技术展示交易、环境治理
设施运营等全产业链区域中心，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3亿元，综
合税收不低于1500万元，三年内启动旗下1-2家
公司的创业板上市进程。

“像天然天能(济南)环境技术研发应用基
地这样的项目在济南新工艺示范园区还有4个，
都是今年以来园区新引入进来的高新技术企
业。”济南新工艺示范园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作为2017年市级重点建设项目，济南新工
艺示范园“筑巢引凤”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这片总投资3 . 3亿元，占地108亩，目前已建成5
个标准化工业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已完成投
资1 . 2亿元，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眼下项目工
程建设与招商引资同步进行，目前已签约企业
5家，均为规模以上实体企业，涉及环保治理
产业、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型复合材料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高科技、高附加值的
环境友好型项目，全部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5 . 8亿元，税收3100万。

济南新工艺示范园的发展，也是天桥区狠
抓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天桥区对
全区12个市重点项目实行区级领导包挂责任
制，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抓到底”
的工作机制，实施“店小二式”服务，各重点

项目包挂领导负责服务、调度、督促项目建
设，确保第一时间、第一层面协调和解决项目
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截至9月份，天桥
区12个市级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达到
100%，累计完成投资83 . 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完成率达到94 . 12%，年度计划完成率全市第
一，超出时间进度19个百分点，超全市平均进
度13 . 1个百分点。

电子商务网络零售230亿余元

除了实体经济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近几
年来，天桥区也正围绕着从工业大区到传统服
务区再到电子商务区的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瞄
准“互联网+”的发展机遇，先后改造和新建了
山东黄台、山东凤凰山、山东联荷、齐鲁云商等
五处电子商务产业园，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

黄台电子商务产业园是天桥区以电子商务
模式为代表的一家新兴业态产业园，园区通过
引进电子商务品牌企业、电商平台性企业、电
商服务性企业、电商培训企业等构筑“线上+
线下”一站式电商服务平台，形成完整的产业
生态链，极大地促进了电商产业健康发展。同
时园区统一为入驻中小企业和创业人员提供工
商服务、人才服务、创业指导、税务服务等16
项专业服务项目，打造了一个数字化、智慧
型、现代化综合电子商务服务园区。除此之
外，黄台电子商务产业园还通过股权投入等多
种资本介入，构建新型电子商务资本运营体
系。产业园作为服务方，同时也是投资方，不
仅带动了创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激发了创业者
的热情，也为园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园
区以“创业乐园、创享生活”为理念，通过创
业企业的集聚和资源的整合，形成了电商企业
生态链：降低了创业者的创业难度和成本，提
高了创业成功率；有利于企业相互间的交流与
合作；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意识和科研动力；便
于政府和行业的规范管理和政策引导。

目前，黄台电子商务产业园已投入使用的
电子商务办公区6万余平方米。园区以电子商
务为发展主线，重点构建以B2B、B2C、C2M
为核心的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平台，已引进中小
电商企业200余户，直接带动就业5000余人，每
年可实现50亿元的销售收入。未来五年黄台孵
化器将打造“111工程”，即：“培育100家电
子商务品牌企业”“实现电子商务网络销售额
100亿元”“创造和带动10000个就业岗位”。

据悉，截至9月份，以黄台电子商务产业
园在内的天桥区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突破
230 . 11亿元，占全市网络零售额33 . 57%，位列
全省各区县第一。

天桥区12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工率100%
累计完成投资83 . 8亿元，年度计划完成率全市第一

北湖片区完成被征收居民签约
总计10705户；济南新工艺示范园项
目年度计划完成率107%；电子商务
网络零售额突破230 . 11亿元，位列全
省各区县第一……今年以来，天桥
区为抓住经济发展中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采取目标管理网格化、责
任落实具体化、项目推进精细化的
工作方法，按照“竣工一批、投产
一批、开工一批、签约一批”的要
求，截至9月份，全区12个市级重点
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达到100%，
累计完成投资83 . 8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完成率达到94 . 12%，年度计划完成
率全市第一，超出时间进度19个百分
点，超全市平均进度13 . 1个百分点。

正在建设中的济南新工艺示范园。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31日，卡柏莱品牌生产商

法国卡思黛乐(CASTEL)集团，携手中国市场运

营商——— 济南宝真酒业在青岛举行“卡柏莱百万

臻选星耀午宴——— 暨2017CASTEL大单品战略发

布会”，向山东消费者展示卡柏莱“大单品”战

略实施以来的成果，并对第二阶段战略进行详尽

“剧透”。

卡柏莱品牌出自欧洲葡萄酒巨头卡思黛乐，

每年在“全法各商超市场非起泡葡萄酒销售排名
T O P 1 0 ”报告中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包括
VINALIES品评赛在内的各项国际大赛奖项，拥

有世界级的强横竞争力。早在2006年，宝真酒业

便与欧洲最大葡萄酒企业卡思黛乐集团达成合

作，在全国范围运营、销售卡柏莱品牌系列葡萄

酒。2015年，开始布局大单品战略，各试点区域

销售幅度均实现持续平稳增长。2017年4月，卡

柏莱大单品战略在全国范围正式开启，目前已经

完成布局超过60个城市和县区，在全国范围内打

造了包括分公司在内的多家核心客户，超预期完

成数千家终端网点的标准建设。

大单品战略

上升到全国级
明年卡柏莱品牌门店达到15000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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