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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郑莉

文旅活动多姿多彩

在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山节开幕之际，
“泰山秋韵”文艺晚会9月5日晚奏响音乐华
章。

文艺晚会选用器乐合奏、歌舞、魔术、双
簧、泰山皮影、京剧选段、杂技等多样的演出
形式，现场管弦铿锵、歌潮奔涌、气氛活跃，
雅俗共赏。演出中，泰山区文化馆馆长刘丽丹
带来的一曲《复兴之路》，拉开了演出大幕。
泰山民族乐团的二胡合奏《赛马》旋律欢快流
畅，形象地刻画了一匹匹赛马驰骋草原的热闹
场景。济南市杂技团青年魔术师张云峰用神奇
的手在快速的变幻中呈现出不可思议的表演效
果，现场诠释了魔术的奥妙。来自省内外表演
艺术家的精心演绎，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
声。

登山节期间“好戏”连台，同样作为文旅
板块活动之一的第二届“泰山玉杯”玉雕大赛
于9月6日在泰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赛吸引
了来自上海、广州、扬州、苏州、辽宁等地的
玉雕大师参赛，共有3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
经过层层筛选有175件参赛作品入围。珠宝玉
石展包括泰山玉精品展和珠宝玉石邀请展两个
展区。

9月8日晚，2018中国国际旅游航拍大赛颁
奖盛典在泰山脚下举行。颁奖典礼上共揭晓了
摄影类和视频类最佳影片奖，来自吉林的环宇
航拍凭借限时创作单元中的优异表现，摘得象
征中国旅游航拍界最高荣誉的“天贶奖”金
奖；山东天马航拍的航拍视频在山东十大文化
旅游目的地取景，获得2018中国国际旅游航拍
大赛最佳影片奖；青岛摄影家袁福夏获得摄影
类一等奖。

来自俄罗斯的航拍团队K3RK获得“天贶
奖”银奖，队长阿列克谢·克尔基斯表示：
“我航拍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也参加很多航拍
赛事和活动。泰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当
我第一次看到泰山，立刻就被它雄壮的气势所
折服。”

体育活动迸发激情

登山节“重头戏”于9月7日上演。当天，
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23届全国全
民健身登泰山比赛、登泰山万人徒步行活动鸣
枪，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16名运动员激情
开跑。

今年赛事组别依然沿用去年的设置类别，
分为国际组、南天门健身组和中天门健身组。
为了鼓励更多喜爱健身的市民加入到登山比赛
的行列，激励大家勇登高峰，提高市民参加全
民健身活动的积极性，泰安市体育局在以往的
奖励基础上，扩大了比赛奖励范围。其中，国
际组个人奖励由往年的现金奖励男、女前20
名，扩大至男、女前50名。登山比赛总奖金再
创历史新高，从去年61 . 08万元人民币提高至
100 . 1万元人民币，在以往奖励范围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参赛受奖面。

此外，按照比赛要求，国际组另设破纪录
奖，按所获名次增加10%的奖金，玉皇顶男子
组比赛纪录是山东枣庄的李子成于2007年创造
的56分22秒，女子组纪录是埃塞俄比亚的德拉
图·德比拉·德丽萨于2015年刷新的1小时8分33

秒。
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列木霍涅诺梅芬以57分

47秒63夺得玉皇顶国际组男子组冠军，女子组
冠军被埃塞俄比亚选手萨拉吉梅获得，成绩为
1小时12分16秒65。

此前一天，第32届泰山国际登山节体育旅
游高峰论坛拉开帷幕。国内体育产业300余位
相关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体育、旅游生存
现状，“把脉”发展前景。

本次论坛以“融合创新，聚力体育旅游发
展新动能”为主题，邀请6位国内体育、旅游
产业专家，围绕体育、旅游的运营管理，精品
赛事的打造，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等进行演讲。
泰安市体育局局长苏有森表示，当前正值新旧
动能转换关键期，体育产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
之一，辐射范围广、带动作用强，是泰安市打
造国际著名旅游目的地城市和国际知名体育休
闲城市的重要一环。

9月8日，登山节又一重要体育赛事——— 安
诺优达·2018穿越泰山国际户外挑战赛开幕式
在泰山脚下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余名户
外爱好者参赛。挑战赛堪称壮美赛道，从泰山
天烛峰景区到山顶的后石坞景区，是自然景观
最集中、最优美的一条路线。

经贸科技活动激发新动能

本届登山节以“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为目标，注重招
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经贸、科技板块活动瞄准
高端产业和高端人才，围绕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创新招商方式，加强招引力
度，创造性地开展经贸合作和人才引进工作，
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高速发展。

不仅2018中国泰安投资合作洽谈会取得累
累硕果，其他经贸、科技板块活动也收获颇
丰。

9月6日至8日，2018第三届泰山国际福祉暨
康复设备博览会在泰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
年的博览会展览面积5000平方米，有150余家企
业单位参展，参展产品达3000余种，重点突出
对智能康复机器人、人工耳蜗等高科技产品的
展览展示，同时新增残疾人运动用品，养老健
康食品等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展品类别。

除了康复设备博览会，9月7日泰安市还举
办了以“辅助技术—增进残疾人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泰山国际残疾人论坛（首届泰山国际健
康论坛）。在今年的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残
疾问题研究中心作为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进
一步增强了论坛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专家代表
同聚一堂，交流介绍先进经验及最新研究成
果，为加快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和实
践支撑。

9月7日，“牵手才智·助跑泰安”招才引

智签约仪式举办，仪式上共有30个人才合作项
目登台签约。作为今年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
山节“科技板块”的重要内容，这是泰安市一
次招才引智的盛会，出席签约仪式的嘉宾有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友明教授，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王广欣教授
等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

9月9日，第三届“外国专家泰安行”活动
启动仪式举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以及来
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白俄罗
斯、韩国等21个国家的60名外国专家及中介机
构负责人应邀参加启动仪式，共谋泰安发展。

对于首次来参加活动的德国专家萨姆莱
特·彼得来说，“此次是我第二次来中国，第
一次来到泰安参加活动，不论是活动组织方的
专业性，还是活动现场规模和商谈气氛都出乎
我的意料。这样一场高水平的专业活动必然会
为本地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助力。对专家来
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为我们提供更多和
本地企业合作的机会，从而对有需求的企业起
到一定的引领作用。”

记者了解到，自2016年举办以来，“外国
专家泰安行”活动已成功举办了两届，邀请40
多个国家近200名外国专家来泰安洽谈对接，
共落地项目27个，新增销售收入30多亿元、税
收3 . 1亿元。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刁琳波

9月1日，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内蒙能源裕兴
煤矿传来喜讯：他们大胆创新采煤工艺，自主
研发了“连采连充开采技术”，该技术保证了
采区不塌陷，地表不变形，实现了零煤柱开
采，煤炭资源回收率达到90%以上。

据了解，裕兴煤矿井田范围在当地生态公
园下，属重点保护区域，过去充填材料都是洗
煤厂、电厂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固体废渣，现
在通过该技术，有效解决了当地“矸石围城”
等环境问题，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
可。目前，该矿已成为国内首家全矿井连采连

充高效矿井，连采连充工艺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并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这是山东能源新矿集团全方位、全流程、
全产业链筑牢动能转换科技支撑的结果。

近年来，该集团以打造绿色智慧矿山为方
向，构建创客联盟，形成智慧集群，全力推进
传统生产工艺与先进技术跨界融合，加速迈开
采掘无人化、智能化步伐，实现了单产单进、
人吨工效、设备效率大幅提升。

目前，新矿集团通过构建“创客联盟”，
形成智慧集群60余个，每年拿出1500万元重奖
创新，设立500万元单项大奖，催生了“矿业
革命”。

“现在设备的安全状况扫码就可知道。”
内蒙能源恒坤化工公司安保部工作人员对新使

用的手持巡检仪爱不释手，“这台小设备就是
掌中宝，细致快捷，省时省力。”自今年该设
备投用以来，他们共查出各类设备隐患500余
项、重大安全隐患3项。

生产液化煤制天然气设备多，系统复杂，
过去巡检设备，工作人员现场跑、手动录，过
程繁琐。他们创新应用巡检设备，利用智能手
持巡检仪进行巡检。安保人员只需使用手持巡
检仪对准设备状态二维码进行“扫码”，即可
全盘掌握设备运行时间、各类保护开启状态、
设备温度湿度、是否缺油缺水等信息，数据自
动上传至数据库后生成统计分析报表，设备状
态一目了然，隐患问题排查清晰，实现了设
备、隐患的一站式集中管理，保证了安全生
产。

如今，新矿集团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通过
110项创新课题共创效33亿元，破解了一些制约
安全高效生产的技术难题。并依托煤矿充填开
采国家工程实验室、煤炭工业协会工程研究中
心，与国内20多所知名大学、科研机构联合，
打造了一批省级企业研发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建成了多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和劳模创新工作室，促进了大量创新成果的转
化。

该集团首创切顶留巷新工艺、连采连充新
模式，实现无煤柱开采、地面不塌陷。新型留
巷工艺在14对矿井成功推广，累计完成留巷
16850米，预计全年完成40000米，不仅可以减
少一次性投入5 . 3亿元，还确保成巷质量，减
少了矿井的二次投入。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程鹏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2日，泰安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推进暨“五进五送”助力创城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动员会召开，会上宣
读了《泰安市文明单位“菜单式”志愿服
务“五进五送”助力创城主题实践活动方
案》。

据介绍，活动直面基层和群众生产生
活，直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热点、难
点、堵点、疑点和盲点，以“五进五送”
（即：进社区，进广场，进街巷，进楼
道，进家庭；送政策法规，送文明礼仪，
送文化娱乐，送环境秩序，送养生健体）
为活动形式内容，把志愿服务工作做到千
家万户，做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注重市民
文明行为、文明习惯养成，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推进全
民文明、全域文明，彰显泰安文化旅游名
城的人文魅力，彰显泰安人人文明、处处
风景的文明气象。

活动项目包括“政策宣讲”志愿服
务、“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文明出
行”志愿服务、“文明上网”志愿服务、
“文化惠民”志愿服务、“泰山微公益”
志愿服务、“美化家园”志愿服务、“关
爱自然”志愿服务、“邻里守望”志愿服
务、“扶危济困”志愿服务、“弘扬家
风”志愿服务等。

这些项目的开展以“菜单式”志愿服
务为主要方法，做好“菜单式”志愿服务
的备菜、点菜、送菜和评菜：9月25日前注
册志愿者通过网络到社区报到、9月30日前

社区成立志愿者小组；社区通过对居民调
研汇总归纳，提出志愿服务需求；根据需
求社区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每年年
底，市文明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考
评，对各单位、各街道、各社区和志愿者
进行评价。

据悉，活动启动后将加强考核。每年
底，各单位要张榜公示本单位干部职工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情况。市文明办将活动
开展情况纳入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
村镇、文明校园专项考核的重要内容，将
通过“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对文明单
位注册志愿者人数比例、人均活动时长、
服务评价等进行查证统计，通报情况，并
作为年底评选最美志愿者、最佳志愿服务
社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重要依据。

□记者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7日，省教育厅下发《关于

公布山东省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
的通知》，经各市遴选推荐、省级评定、公示等
程序，最终确定146名教师为首批山东省乡村优
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其中，泰安市汪
银铃等8名教师入选。

记者从山东省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
划人选名单中看到，其中，肥城市边院镇济河小
学汪银铃、泰安第十三中学吴尚春、满庄镇第二
中学崔培红、新泰市东都镇西都学校任菲、新泰
市协庄学校张传义、东平县斑鸠店镇豆山小学房
传波、化马湾乡王家庄小学马磊、下港镇晨光小
学裴婷婷等8名教师首批山东省乡村优秀青年教
师培养奖励计划人选。

据悉，山东省教育厅将山东省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入选人员纳入省级骨干教师培
训范围，持续关注其能力建设和专业发展，并奖
励每位入选教师5000元用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苏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6日，诺贝尔奖得主Lee

Hartwell、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山东大学
齐鲁医学院、山东港泰隆集团共建诺贝尔奖实验
室及成果转化中心签约仪式举行。

据了解，该成果转化中心以美国诺贝尔奖得
主Lee Hartwell博士肿瘤药物和诊疗仪器为创新
源头，致力于打造国际领先的转化医学科技创新
平台、医疗器械评价中心及临床试验中心，构建
高效完整的“产、学、研、医、金（融）”相结
合的创新模式，发挥示范作用。成果转化中心的
建设有助于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增强高新区健
康产业的科研实力及人才聚集，有助于推动科技
创新集聚化和成果技术产业化，带动高新区健康
产业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打造国家级协同创新平
台、国家级转化医学产业示范区。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8月31日，泰安市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山石资源开发管理的意见》，加快推
进泰安市山石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实现矿业产业
绿色发展。

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按照企业管理规范
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
境生态化、矿地关系和谐化的总体要求，抓紧建
立山石资源开发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积极引进先
进地区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打造技
术水平高、规模效益好、税收贡献大的大型绿色
开采矿山，推动全市山石矿山业提档升级。安排
专项资金，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第三方
定期开展现场储量消耗核查，严禁超能力生产加
工。要认真执行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特别是
在开采、加工、装运、储存等环节，积极采用先
进、高效、节能的开采加工设备、技术和工艺，
坚决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装备和工
艺,实现矿山企业开采加工、生产经营、安全管
理、环境保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到2020年，全
市所有山石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

山东能源新矿集团筑牢动能转换科技支撑

110项新课题创效33亿元

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暨2018中国泰安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

32项主题活动扮靓节会

开展“菜单式”志愿服务

泰安市文明单位“五进五送”助力创城

◆9月6日，第三十二届泰山国际登山

节暨2018中国泰安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式

在泰山脚下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德

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的840余位嘉

宾、客商参加活动。本届投洽会共集中签

约50个项目，总投资1720亿元，2019年计

划投资306 . 57亿元，其中符合新旧动能转

换重点发展的“十强”产业项目占到

72%。

开幕式正式拉开了今年登山节活动的

序幕，32项主题活动纷至沓来，扮靓节会。

□刘培俊 报道
埃塞俄比亚选

手阿列木霍涅诺梅芬
夺得玉皇顶国际组男
子组冠军。

泰安出台意见

督促矿业绿色发展

8名教师入选首批

山东省乡村优秀青年

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诺贝尔奖实验室成果

转化中心落户高新区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文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7月份，泰安市经济延续总

体平稳、稳中趋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企稳向
好。1—7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5 . 6%，比全省高0 . 3个百分点。投资增长态势
良好。1—7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 . 5%，比上月提高0 . 2个百分点，比全省高1 . 4个
百分点，比全国高2 . 0个百分点。

财税金融运行稳健。1—7月份，全市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154 . 2亿元，同比增长6 . 0%。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248 . 1亿元，同比增长11 . 8%，比全省
高3 . 9个百分点，比全国高4 . 5个百分点。全部税
收收入完成186 . 2亿元，同比增长16 . 0%，比全国
高2 . 0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3487 . 3亿元，比年初增长4 . 9%；金融机构人民币
各项贷款余额2256 . 0亿元，比年初增长7 . 0%。

价格保持温和上涨。1—7月份，全市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 . 3%，比上月下降0 . 1个百分
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3 . 2%，与上月持平。

1—7月泰安经济

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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