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文青 吕光社 刘继华 报道
本报梁山讯 9月1 7日，农历八月初

八，上午8点8分，这是梁山县赵堌堆乡贾庄
村村民闫记孟定下的搬家时间。从住了一辈
子的黄河滩区村搬到干净整洁的贾庄郭蔡社
区，77岁的老闫兴奋得像小孩子：“到这个
年纪，存钱也不中用了，沙发、床都换成新
的啦。”老闫一边笑眯眯地和记者聊着，一
边把“喜烟”分散给亲友。

贾庄村是个典型的黄河滩区村，靠近黄
河防洪堤，每当汛期来临，村民们如临大

敌。2016年，省政府决定在梁山县开展第二
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工作，先期把小路
口镇东雷庄村和赵堌堆乡贾庄村、郭蔡村搬
出滩区，共涉及608户1713人，贾庄村和郭蔡
村的村民迁到贾庄郭蔡社区，东雷庄村村民
迁到小路口镇东雷庄社区。当年10月27日，
两社区同时奠基开始施工。截至今年9月20
日，贾庄郭蔡社区368户村民都领到了新房
钥匙，已有60户村民搬进新家。

贾庄郭蔡社区居民楼设计为“4+1”模
式，一楼是储藏室，二层及以上为住宅，有

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两种户型，面积分别为
8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由村民根据自家需求
选择。该社区将和在建的翠屏家园汇成一个
大社区。

据赵堌堆乡党委书记沈本海介绍，县里
聘请上海中建设计院优化实施方案，增加了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医护室、礼事堂、手
加工车间、黄河展览馆等十余项配套设施。
全县整体迁建工程共涉及赵堌堆乡和小路口
镇两个乡镇19个村6337户18702人，优化设计
后建设居民楼369栋，总投资约27亿元。工程

预计年底前完成245栋多层楼房主体封顶；
2019年6月完成小高层主体封底，2019年底前
全部竣工并达到入住条件。

为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梁山县确定实
施搬迁社区、黄河滩区现代农业园区、家
居产业园区“三区同建”工程。村民迁出
后，梁山县将统一对黄河滩区内5 . 6万亩
土地进行集中流转，招引大公司进行农业
开发。目前，家居产业园已有7家企业进
驻，园区建成使用后可提供上千个就业岗
位。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谢新华 报道
本报巨野讯 9月16日一早，家住巨野

县城的市民陈玉强在洙水河公园晨跑时发
现，原来绿化带旁随处可见的一些警示标牌
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配有专门管理
房的公厕。

“公园、广场、绿地等建起来了，还要
及时配套便民设施，让城市不但看上去漂
亮，还要用起来方便惠民。”巨野县委副书
记、县长王东告诉记者。

洙水河公园是该县近年建成的一处供市

民游玩的休闲场所，由于原有的公厕数量
少，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现象。一开始，相关
部门是用挂警示牌的方式来管理，但效果不
佳。堵不如疏，今年以来，巨野县在原有公
厕的基础上，又在包括洙水河公园在内的城
区新建10座公厕，对这些公厕实行定岗定责、
专人管理。环卫人员早上5：00至晚上9：30一直
在公厕值守，统一供应公厕卫生纸。如今，公
园环境大为改观，市民拍手称赞。

不仅如此。针对市民提出洙水河公园活
动场所面积小问题，该县还投资107万元，升
级改造了洙水河公园一期健身广场及花园。

巨野县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转变工作
思路，紧扣民生所需，城市建、管向贴近老
百姓生活的领域不断拓展延伸。

会盟景观带是巨野县于2008年重点打造
的一条水系,长约5公里,沿线有6个小区5万多
户居民。由于沿线小区不断向沟渠排放污水,
导致淤泥长期堆积，市民反映“景观带成了
污染带”。去年，巨野县投资3000万元对整
个河道进行黑臭水体整治改造，采用微生态
活水直接净化工艺进行水质提升，并搭配少
量挺水植物，并改造景观带上的四座桥梁，
让水更清景更美。“没想到一个老大难这么

快就解决了!”牡丹小区居民陈凡勇感慨。
巨野县这几年城区建设力度大，新修道

路多，但有群众反映宽阔的马路方便了汽车
通行，但两边的人行道却较差。县政府从善
如流，今年投资260万元，对城区主要道路
的人行道及路沿石进行了维修和更换，新铺
人行道砖约1 . 3万平方米，维修人行道砖约
2 . 4万平方米，彻底改善了城区通行环境。

同时，对城区市政设施加强动态巡查，对
城区路沿石、井盖、雨水箅子等破损市政设施
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维修，切实提高了市政设
施的综合承载力，保障了市民的安全出行。

梁山黄河滩区迁建二期试点安置社区交付使用———

368户滩区村民领到新房钥匙

巨野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凸显民生要素

摘掉警示标牌 建起便民公厕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梁邦山 报道
本报鄄城讯 鄄城县富春乡通过干部下基层找问题，

把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化解在田间村头，有效防止了事件
升级，维护社会稳定。

今年6月，该乡张庄村一村民张某因违规盖房和邻居
发生矛盾，事态有扩大趋势。正在村里走访的乡干部马上
入户座谈，了解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和乡城建办取得
联系。张某依照程序先审批后建设，当事双方都表示满
意。这一本来可能造成越级访的问题，被成功防控处理。

截至目前，富春乡今年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68件，
调成168件，调成率100%，其中防止越级上访12件，防止
群体事件4件，防止民转刑案件3件。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0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暨中国电科高端电子信息装备科技园奠基仪式
举行，总投资120亿元的12个项目集中开工。

本次集中开工的12个项目主要由8家央企国企、3家外
企和1家民企投资建设，全部为新增资扩产，所需的1300
亩发展用地，全部来自于盘活存量资源，未新增额外建设
用地。

项目主要涉及高端仪器仪表、大数据、智慧物流、分
布式能源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项目建成后，将至
少新增17个研发中心和各类实验室。由世界500强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投资30亿元兴建的中国电科高端电子信息装备
科技园，将建设青岛仪器仪表产业研究院及高端智能仪器
仪表生产基地，大力发展智能测试、智慧设备和高端元器
件三大板块；投资10亿元建设的海信商用空调项目，将配
套建设国内先进的中央空调研发中心和12个国家级商用空
调研发试验室，将成为国内最大的商用空调多联机研发与
生产基地。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吉鑫 赵堃 张娜 报道
本报平原讯 9月16日—21日，平原县县域经济发展

干部素质提升班在北京大学举办，40名县乡干部参加。这
是该县继去年在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举办干部
研修班之后的又一干部培训。

据了解，此次干部培训，对授课课目、专家教授都作
了认真筛选，考虑与当地干部知识结构现状、产业成长基
础、县域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突出了政治性、政策性、前
沿性和针对性。培训包括京津冀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招商
引资策略与创新、招才引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如何加快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解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旧动能转换
的探索等10节课程，涉及上百个创新案例。县委书记王洪
霞说：“我们以‘人才视角’培训干部，精心选择学习课
目，力争把乡镇(街区)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包括部
分重点企业的董事长，培养成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型、技能
型人才。”

青岛开发区总投资

120亿元项目集中开工

平原以“人才视角”

培训干部

富春乡调处矛盾纠纷

成功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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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 卿
通讯员 刘少雪 曲秋莹 报道
本报龙口讯 初秋，龙口市徐福街道

“快乐农夫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基地大棚
里，党支部书记王伟手扶长势正旺的猕猴桃
苗木，将红心猕猴桃种植意义、苗木管理技
术娓娓道来。20多名党员群众听得津津有
味。这样的“主题党日+群众讲习”式开放
课堂，徐福街道每月至少举办一次。

徐福街道共有32个行政村，1800多名党
员。在“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工作
中，街道针对个别党员参与集中学习积极性
不高，对政策理解得不深不透、专业技能恐
慌等问题，采取河边地头“开放课堂”模
式，汇聚发挥党员人才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

作用，让群众现场检验主题党日效果，使
“主题党日+群众讲习”成为基层党员教育
新常态。

既然是课堂就要有教师，他们从何而
来？徐福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如鹏告诉记者，
要靠“摸排筛选+事前培训”。领导班子带
头，从机关干部、第一书记、专业生产基地
党员中，筛选出15名作为固定教师。邀请专
家“开小灶”提升讲课水平。“开放课堂”
既延续了党员在活动室固定学习的传统，又
打破地域、时间和支部隶属限制，带着资源
走出党员活动室，与群众零距离接触。

龙口市实行“主题党日”工作机制已有
2年多时间，普及率高、运行规范。徐福街
道以此为契机，引进“理论宣讲+实践融

合”教育模式，用基层党员群众最熟悉的语
言讲身边事、说身边人，以此教育党员、引
导群众。“这种模式既使政治理论在实践中
得到升华，又使日常实践找到正确的理论依
据，实在、管用，很多党员群众喜欢”，街
道有关人士表示。

对开放式课堂，徐福街道确定了“全域
一体，四域统筹”工作思路，将辖区划分为
农村、城市社区、“两新”组织和驻区单位
4个板块，实施网格化管理。围绕推进城市
社区区域化党建，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设置
开放课堂；围绕探索推进“多村并居”型党
建示范区，以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在四农
社区建设开放课堂；围绕发挥“两新”组织
党组织作用，在奥瑞金公司建立高新技术讲

堂，在康硒农业、猕猴桃合作社建立高效农
业课堂。

为提升课堂效果，在办好实体课堂基础
上，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创新群众讲习形
式，引入“互联网+”思维，建立“徐乡V
语话新习”微信群，开通网络微课堂，关注
对象中大部分是党员。微课堂采用网上讲述
微故事、微党课等形式，作为流动讲堂的有
力补充，使在外务工党员及时收到来自家乡
党组织的声音，扩大了开放课堂的覆盖面和
影响力。街道党工委还将“教师”受欢迎程
度、听课党员群众参与情况等全部列入党支
部和党员“双星联创”工作中，支部组织情
况、党员表现、“主题党日”效果在量化积
分表和民主评议中一目了然。

龙口积极探索党员教育新模式

河边地头检验“主题党日”实效

□李晓娣

工笔画，也称“细笔画”，是独属于我国
的一种绘画技法，主张“有巧密而精细者”。
中国工笔画从古发展至今，经历了魏晋南北朝
的稚拙、唐宋的繁荣、元明清的没落，近、现
代的边缘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复苏，一直到
当下的兴盛。历经时代洗礼的当代工笔画，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出现了多
元的艺术形式。而在其中有一支以青年画家为
主力军的工笔画家群体，他们创作的作品风格
相似，审美趣味相近，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
他们在创作中运用了传统工笔画的造型技巧和
表现手法，对形象进行精微、细致的刻画，但
是在表现内容和绘画理念上与传统工笔画又大
相径庭。为了与传统的工笔画相区别，这个群
体的绘画便有“新锐工笔”“新水墨”“新工
笔”等命名，而“新工笔”名称逐渐被艺术家
和评论家们提及、运用和认可。

“新工笔”的“新”体现在几个方面：
内容新。传统工笔画崇尚自然主义，无论

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其绘画内容主要来源
于现实生活。《照夜白图》描绘的是唐玄宗李
隆基喜爱的坐骑，一匹名唤“照夜白”的马的
形象。《千里江山图》就是一幅美妙的江南山

水图，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渔
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磨长桥等
等，均是画家的游历所见之景。可见，在传统
工笔画中，画家们尊重客观物象，是对客观对象
的“应物象形”。而反观“新工笔”与此有极大
的不同，代表人物张见对此有精准的描述，
“‘观念先行’是‘新工笔’的第一要义。没有
这个前提，‘新工笔’是不成立的。”“新工
笔”的画家们主张画面所表现的内容要为画家所
要表达的观念服务。画家所要表达的内容加入
了个人的情感因素和主观意愿，对于观看者、
鉴赏者来说，所看到的不只是画面本身，更要透
过画面看到画家内心想要表达的深层内容。所
以，在呈现形式上，画家创作的人物形象可以是
不完整的，可以是人兽合一的，动物、植物也可
以赋予它们人的功能。只要能够与表达画家观念
相契合的事物，均可运用于画面之中。

比如，徐累的《镜花缘》。此画分为三
段，中间所绘鸟语花香、碧草白石，纯洁而美
好；左侧只露下半身的翘脚纨绔；右侧凌乱的

床巾一角。看似不相关的三段内容，连在一起
却是让人浮想联翩，意犹未尽。犹如一个深藏
不露的故事，百人观即有千种解读，引人驻足
思考。“新工笔”画的画面内容是画家观念的
直接体现，其内容因为承载了画家的思想、情
感而变得更加丰满。

色彩新。传统工笔画讲究“随类赋彩”，
以客观物象的真实色彩为参照描绘对象，一般
将画中物象分为数类，逐一上色，但没有光
影、环境色等的表现。“新工笔”的画家受到
西画影响，对于画面色调的整体把控、画面的
虚实关系、体感的塑造、光源色、环境色等有
了更高要求。比如徐华翎的作品《之—间》系
列作品。作品中一位穿着比基尼的少女站在阳
光下，树和花的影子映衬在她的身上和她身后
的白墙上，虚幻、唯美。画家在作品中弱化了
线条，运用西画对于光影的塑造，柔柔地在绢
上娓娓道来。人体的塑造完全按照油画的表现
手法，光影、结构，塑造出了人物的立体感与
真实感，影子虚虚地、平平地落在上面，这些

无疑都受到西方色彩观的影响。可见，“新工
笔”画家的色彩观是有别于传统工笔画的、具
有独特性的新型色彩观。

空间新。传统中国山水画讲究“三远”，
即“平远、高远、深远”。传统工笔画自然也
受其影响，偶尔也会兼具一些这类特点。但是
绝大多数传统工笔画表现的都是二维空间，主
要还是运用空间内物体的前后遮挡或叠压来表
现画面的空间关系。“新工笔”画家继承了这
一表现形式，同时又加入三维、四维空间，并
利用西画中的焦点透视，增加画面的纵深感。
比如叶芃的作品《哲思》系列中，一幅画整体利
用西画的焦点透视，使观者仿佛置身于一个长
廊，长廊正中放入一个长方体，在长方体上绘
制了纵横交错的经纬线。透明般的长方体里，
放置一个貌似花瓶的物件，上方站着一只鹅，
这只鹅运用的则是传统的工笔画表现手法。整
幅画面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表现手法
相互串联、融合，完美结合。再比如郑庆余的
《游戏》，敞开的房门，一只小狗四蹄朝天，

双目紧闭，小狗是半透明的，透过它的身体，
可以清晰看到地板格的样子。地板和空中散落
的一支枯萎的玫瑰花，像是在预示着某种事情
的发生……画家运用小狗的透明处理，来表现
一种虚幻的空间，从而表达自身的精神想象。

“新工笔”这个概念，自2006年由艺术评论
家杭春晓在“新锐工笔”的概念基础上提炼而
出，至今已10年有余。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新工笔”创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势不可
挡。但“新工笔”的“观念先行”，着重表现画
家的精神世界绝不意味着对传统绘画技法的摒
弃和破坏，实际上，“新工笔”创作者在绘画
技巧上依然沿袭我国传统工笔画一系列技法。

“新工笔”繁荣的背后，显示了我国传统
绘画强大的兼容性。在我国进入近代以后，西
方各种文化思潮汹涌而入，其绘画课程、技法
和教学理念等对我国传统绘画形成巨大冲击，
中国传统工笔画也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趋向边缘化，直到改革开放后
缓慢恢复。在何家英、张见、徐累等为引领人
的大批创作者的努力下，深刻领悟中国画优良
传统的同时，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借鉴西方
绘画艺术中的先进成分，走出了一条以我为
主、坚守传统民族艺术的独特道路，形成了
“新工笔”蓬勃发展的繁盛局面。

沿袭传统，破旧立新：“新工笔”的时代新风貌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
会、十次文代会讲话精神，讲述山东故事、弘扬山东精神、传播齐鲁
文化，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作为支持单位，山东省文联、山东省舞蹈家
协会主办的大型歌舞诗剧《谁不说俺家乡好》，9月15日晚在北京民族
剧院震撼上演并取得圆满成功。

《谁不说俺家乡好》是由山东省文联、山东省舞蹈家协会及17
市舞蹈家协会联合打造的公益性舞台剧目，是近年来山东舞蹈界整
体实力、山东民间舞蹈元素集中展示和体现的一次舞蹈盛会。这次
进京演出，规模之大，参演人员之多，艺术水准之高，在业界达到
空前。

大型歌舞诗剧《谁不说俺家乡好》

北京民族剧院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拟对山东省华峰实业发展总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8年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
4052 . 85万元，其中本金450万元、利息3602 . 85
万元。债务人位于济南市，担保人为山东省建
设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债权的交易
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

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268
电子邮箱：zhanghui@cinda.com.cn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信

达山东省分公司：0531—87080335，财政部驻
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箱：dingtianwe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

2018年9月2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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