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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重点培育“十朵金花”

“人一上年纪就容易怀旧，所以我带着家
人过来住两天民居，找找小时候的回忆。”初
冬时节，走进新泰市龙廷镇掌平洼村，只见蜿
蜒的山道两旁，三三两两的柿子树上像挂了一
个个红灯笼。时值中午，循着浓郁的饭菜香气
推开了一家古民居的篱笆门，院子里散落的小
推车、锄、镐、木锨等工具，仿佛让人回到了
过去艰苦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院子一角的柴
火土灶上，铁锅炖鸡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荠
菜丸子、野菜渣腐，玉米面煎饼……记忆中的
味道，让来自淄博的毕先生赞不绝口。

依托原汁原味的“石头老屋”“螺旋老
井”等自然资源以及独特的杏梅产业，掌平洼
村全力打造“观光+休闲+度假”一体的综合性
民俗旅游福地，年均接待游客5 . 1万人次，先后
被评为“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村”“全国美丽
乡村创建示范点”。

掌平洼村只是新泰今年重点打造的乡村旅
游“十朵金花”的一个成功范例。近年来，为
让火热的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新泰市聘请山东
省旅游规划院、北京中外建筑规划院，先后为
酒台村、东石井村、陈角峪村等三个重点村编
制了乡村旅游规划；抓住“以村庄为基，以文
化为魂，以产业为要”三个核心，筛选掌平洼
村、上豹峪村、东石井村、酒台村等10个村
庄，作为新泰乡村旅游“十朵金花”重点培
育，不断提升服务设施，丰富旅游产品，全力
打造新泰乡村振兴标杆；同时大力实施“农庄
+旅游”工程，持续丰富良心谷、见子山、长
兴农业园等农业园区旅游业态，良心谷、长兴
农业园晋升国家3A级景区。新泰被评为山东省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惠美农牧被评为
山东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莲花小镇”龙头带动

作为省级旅游度假区，莲花山以“观音胜
境，北方普陀”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物古
迹，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纷至沓来。

为充分发挥莲花山景区全域旅游的龙头带
动作用，去年以来，新泰聘请深圳和道文化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孙洪波博士规划团队，编制莲
花山及泉沟镇产业规划。实施莲花山主景区旅
游大环线景观及基础服务设施提升工程，完成
景区导视系统等基础设施，开通玻璃栈道、悬
崖栈道，建成天成观音、莲花顶2个服务区，景
区主要景点实现WIFI全覆盖，新建莲花顶至天
成观音2000米悬崖栈道，已对外开放。同时编
制了《莲花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充分
挖掘与提升观音文化内涵，结合当地的原生文
化、乡村休闲体验，形成独具特色的山水度假

与别具韵味的禅境体验形式，构建以一个核
心、一水环绕、一轴纵贯、六区合璧的空间格
局，打造“禅修圣地”高端休闲度假产品 。

“莲花小镇的建设，拉开了新泰莲花山度
假区的整体框架，满足游客多样化休闲体验需
求。”据新泰市旅游局局长徐加珠介绍，目前
莲花小镇建设完成中心街道、环莲花湖200亩花
海及彩叶谷、莲花湖600米大坝加宽、广宁桥至
景区段1 . 5公里道路两侧景观绿化提升等基础工
程，游客商品服务中心已建成投用，莲花小镇
先后被评为全省精品旅游小镇、全省第二批服
务业特色小镇。

加快构建大旅游发展格局

为提高新泰旅游知名度，新泰积极顺应
“旅游+”发展趋势，为产业插上“旅游”翅
膀，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共生、多元融合
的大旅游发展格局。

旅游+农业。结合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以
良心谷、惠美农牧、楼德长兴等农业示范园区
为基地，大力发展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产
品采摘等旅游业态，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
力，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其中，楼德长兴农
业园高起点规划，多业态融合，新上特色民
宿、水果采摘、酿造体验等项目，完善配套了
观光车、大型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年接待
游客人数20万人，旅游收入2000万元；良心谷
的茶叶采摘体验、茶叶餐饮、菊花观光等项
目，吸引了大批游客，旺季时每天可达1万人；
泰山百合和园新建成9000平方米旅游中心及百
合加工体验区，每年2万亩百合花开，时间持续
3个月，进一步提升了游客吸引力。

旅游+文化。新泰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元素
和地方特色文化，先后投资3亿元建成新泰文化
艺术城，投资9600万元建成新汶文化城，投资
5800万元建成新泰酒文化博物馆，不仅为文化
创意交流搭建了平台，更提升了全域旅游的品

味和档次。同时，围绕宗教文化、和文化、红
色文化，培育壮大了朝阳洞、和圣园、掌平洼
红色教育等一批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实现
了旅游内涵提升和文化活力增强的双赢。

旅游+体育。新泰积极发展运动拓展、露
营娱乐、健身竞技以及马拉松等体育旅游活
动，精心举办全国竞走大奖赛、全国国际跳棋
公开赛等竞技体育赛事，全力打造环青云湖健
步走、莲花山山地马拉松赛等特色系列活动，
逐步拉长旅游链条，体育赛事不仅成为展示新
泰魅力的窗口，更极大带动了旅游业发展。

旅游+精准扶贫。新泰按照“特色化、差
异化，一村一品”的原则，聘请知名设计院深
入省级旅游扶贫村调研号脉，帮助扶贫村编制
旅游规划，确定发展方向；同时加大资金扶持
力度，策划包装精品项目，积极做好对上争
取，破解资金难题，先后为大河东、宝泉庄、
古子山等5个村争取资金485万元，消除贫困人
口211人，实现了旅游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 本 报 记 者 姜 斌
本报通讯员 胡隽楠

甘做疾病诊断的幕后英雄

也许，在有些人眼中，医院影像科应该是
很轻松的科室，医生们不用像临床医生一样没
日没夜地做手术，只要在办公室里看看片子、
写写报告就行了。虽然看似简单，其实影像科
的工作细致而辛苦，在医院临床工作中，绝大
部分的诊断信息都靠影像科提供。有人说影像
科医生是全科医生，无论哪个专科都得懂，他

们更像审判官，只有通过他们的审判，临床医
生才能精确对症下药，并展开后续治疗，可以
说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秦健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签发报告，在办
公室里有他的“专座”。为何称为“专座”？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特殊，紧邻阅片室的电话，
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比如催报告的、找人的、
电话会诊的等等，因此这个位置并不受人待
见。而他不嫌烦，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好几
年，每年签发及书写影像报告一万余份，遇到
急症患者会诊、电话会诊从不延误，充分发挥
了影像医师在临床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中的重要
作用，且无任何医疗纠纷及事故发生。

除了完成临床工作，他还承担着科室秘书
工作，协助科主任完成日常协调及排班工作，认
真协调科室肩负的医疗、教学及科研任务，积极
推进医联体及影像专科联盟工作，并取得较大
进展。他在工作中扎实认真、任劳任怨，多年来
在临床工作和教学中未出现任何差错，多次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岗位技术能手及工会积极分
子。在2013年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三级医院评审
中，他被临时抽调至评审办工作，由于工作突
出，获得了“推动医院发展 创建三甲医院”先
进个人。还被泰安市卫计委选为评审专家，参加
了多家二级及一级医院的预审及评审工作，为
泰安市医院标准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潜心学习 勇于创新

秦健在临床工作中深切地认识到一个合格
的影像科医生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始终坚持
把业务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在学习中提高
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实践所学的知识。
他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坚持阅读专业核心
杂志，如《中华放射学杂志》《Radiology》
等，重点学习本专业的文献，借此了解国际国
内研究前沿，掌握发展动态；始终坚持用最新
的理论指导工作，应用于临床，能熟练掌握影
像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技术，尤其擅长
骨肌关节及运动损伤的诊断。

为了提高自己的诊断水平，秦健2014年及
2017年先后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英国约克教
学医院学习，他虚心好学，善于总结，积极参
加值班、交班及病例讨论，不仅诊断水平大大
提高，还获得2014年度北医三院优秀进修医师
的光荣称号。学习结束后，他积极将所学知识
应用到医院临床工作中，为了配合临床科室的
需求，利用业余时间反复调整关节磁共振扫描
序列及参数，将设备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并在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首次成功开展了肩关节、
髋关节磁共振造影，填补了该项技术的空白，
促进了诊疗水平的提高。

医教相长 默默奉献

做为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教学工作
也是重中之重，秦健常年承担影像医学本、专
科及临床医学本科的《医学影像学》的教学工

作。如何才能真正把自己所学知识传授给学
生，并能在今后工作中应用于实践？他针对影
像医学发展快、设备更新快的特点，不间断学
习新知识，结合典型病例，汇总、归纳每种疾
病的影像学特点以及新技术对诊断所起到的作
用，积极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及分析能力，
为他们今后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17
年，秦健被评为医院优秀规培带教老师。

正是因为养成了不断学习的习惯，他有一
次在阅读《Radiology》的一篇文献中获得了一
个灵感，“强直性脊柱炎”临床早期诊断困
难，但有一项磁共振新技术可能会比较敏感，
于是他在整理好思路及方法后，与临床医师沟
通，开始了相关研究，收集病例、总结、分
析，不断深入，提炼成对疾病的认识，近五年
他连续在核心期刊发表了10余篇论文，其中被
SCI收录1篇；并获得“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发
展计划”2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
泰山医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项，协助培养
了5名研究生。近几年秦健获得的成绩也逐渐被
省内外同行认可，目前担任了山东省医师协会
核医学与分子影像医师分会、山东省放射学分
会骨关节学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
内镜学组及中医促进会骨质疏松分会等多个委
员。

秦健常说：“我周围有许多优秀的医务工
作者，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我
只是这其中的一员。人生的价值不仅仅是轰轰
烈烈，更重要是点点滴滴。”

□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王 磊 刘莹莹

自2015年以来，泰安高速交警支队按照
“全面规划、分期建设、边建边用、实战实
用”的原则，科学论证、系统规划，投资近
5000万元，建设和应用覆盖全市高速公路的智
能交通安全系统，实现了交通管理工作的智能
化管控。

今年8月10日中午，泰安高速交警支队指挥
中心值班民警网上巡查时发现，一辆泰安牌照
白色长城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做出了惊人的举
动，直接在G3京台高速济南方向泰山立交枢纽
处进行调头，并沿快车道一路逆行。

“多亏了我们的智能交通安全系统，通过
自动抓拍设备和人工抓拍相结合，有力打击了

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倒车逆行、超速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泰安高速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民
警刘东明介绍说，中心每天抓拍像这样的违法
行为约为1000条。

目前，泰安高速交警支队已在高速公路交
通违法、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路段和立交、分
道口等重点区域建设高清视频监控设备，平均
每公里就有一个视频监控点，这些视频监控设
备具有实时调看、视频回放、断点续传、视频
抓拍等功能，可以实现对全市高速公路的24小
时不间断监控。为此，支队专门建立视频巡查
队伍，全天候值守，将设备自动巡查和人工主动
巡查相结合，实施探头“站岗”、鼠标“巡逻”。

视频监控巡查只是高速公路智能交通安全
管理系统的一个基础功能。近年来，伴随违法
车辆日益增多，这套系统的另一项缉查布控功
能得以充分发挥。依托52套主线卡口、13套收

费站拦截系统和7套服务区拦截系统，可实现
清晰记录过车信息，对列入黑名单布控的车辆
自动比对即时报警。高速交警依据系统报警情
况，对于涉嫌套牌、假牌等重点违法的车辆，
及时指令路面一线民警，依托收费站、服务区
进行拦截查处；根据治安管控、刑事查缉的需
要，对特定车辆进行布控追踪。

为掌控大客车、旅游客车、危化品运输车
等重点车辆动态，泰安高速交警在智能交通安
全系统中建立了“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动态
监控系统，通过路面卡口设备，主动发现危化
品车夜间运行、大客车凌晨2点至5点运行、擅
自改变预定行驶路线等违规运行行为，及时拦
截纠正处罚，通报所在单位或主管单位，责令
进行整改。据了解，11月份，泰安高速交警共
查处重点车辆违规运行285起，以危化品运输车
为主。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 洁 王军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近年来，新泰市扎实推进残
疾人扶贫基地建设，倾心打造残疾人就业、创
业平台，目前全市3809户建档立卡残疾人家庭
全部实现了脱贫。

青云街道丁家庄村残疾人致富“领头羊”
安法亭，是远近闻名、身残志坚的养猪能手，
10多年的时间，他的养殖规模由初期的十几头
迅速发展到1万余头，由最初的养殖场到今天
联合全市20多家合作社成立山东新联养猪专业
合作社，入社社员1568户，被国家农业部命名
为“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他创立的青云
残疾人就业创业扶贫基地，实现了养猪—沼
气—发电—沼液还田—蔬菜大棚的良性循环、
生态种养模式，扶持残疾人25人，养殖规模户
85户，是山东省残疾人自主创业项目，也是山
东省及泰安市的残疾人优秀扶贫基地。

据安法亭介绍，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他积
极为附近无启动资金的残疾人建档立卡户提供
信誉担保，目前共帮扶周边100余村300多名残
疾人免费学习养猪技术，拓宽了增收渠道。

近年来，新泰市充分发挥残疾人扶贫基地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带动作用，多措并举助力
残疾人精准脱贫。一方面鼓励残疾人自主就
业，发展盲人按摩机构33家，从业盲人46名。
另一方面发挥残疾人基地的优势，采取基地+
贫困户的形式，带动贫困残疾人发展产业，先
后创办了7个省市残疾人扶贫基地，争取省、
地市补助资金450余万元。以岗位安置与临时
雇工相结合、就业与辐射相结合、长年指导与
季节培训相结合的形式，安置残疾人就业117
人，辐射带动残疾人开展种植、养殖、加工或
居家就业900余户。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孟 媛 李 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为提高辖区失业人员的技能
水平，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能力，11月30日上
午，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人社所举办了第五
期就业创业技能保育员培训班，邀请泰山医学
院护理专业的教授团队为60位学员开展为期五
天的免费技能培训。

“既增长了知识，又学到了本领，还不需
花一分钱，这样的培训班真实用。”参训人员
石女士说。据悉，针对辖区城镇失业人员的特
点，岱庙街道人社所实行“先培训，后就业”
的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工作，力
求做到以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在辖区营造失业
人员积极参加培训、积极掌握技能的氛围，帮
助他们提高就业技能，尽快实现再就业。同
时，该街道以技能培训为契机，全面登记辖区
就业困难人员个人情况，并根据失业人员的工
作经历、所掌握的技能，结合辖区特点和市场
需求，量身定制帮扶计划，提高失业人员的就
业成功率。

新泰多元融合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一年四季有美景 旅游业态缤纷呈现

履职尽责奉献，精益求精钻研，山东省优秀医师秦健———

做影像背后的英雄

◆自从成为一名光荣的医务工作者开

始，他就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志愿献身医

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恪守医德，二十多

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担当服务人

类健康的崇高职责，诠释着新时期的白求

恩精神。他，就是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影

像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秦健。

◆春天的莲花山，既有满山花海让人沉
醉，又有悬崖木栈道、玻璃栈桥让人心跳加
速；夏日的泰山百合和园里，万亩五彩斑斓
的百合花海，成为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去处；
秋高气爽，漫步在新泰的乡村田间，处处可
见河流清清，绿野成顷的美丽景象……一年
四季都有美景，正是新泰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新泰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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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融合，全力打造集旅游观光、农
耕体验、休闲度假、健康养老等为一体的全域
旅游新格局。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382 . 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 . 47亿元。

探头“站岗”、鼠标“巡逻”，让违法车辆无处遁形

泰安打造“智慧高速”

新泰精准扶持

3809户残疾人家庭

增收脱贫

岱庙街道以技能培训

促进就业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向福 报道

本报东平讯 12月3日，山东博达光电有
限公司以企业核心技术的1项发明专利和1项实
用新型专利作为质押，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
平支行获得300万元资金贷款，成为东平首家
通过专利权质押获得贷款的企业。

此次首笔专利权质押贷款的成功发放，标
志着东平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向前迈出了
坚实一步。东平县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表示，
下一步将继续深入企业开展专利质押融资服务
需求调研，积极向有关银行推荐具有质押融资
需求的企业，为有效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难题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东平县首笔专利权

质押融资成功发放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张 虎 报道

近日，由宁阳县委宣传部、县
文广新局、县教育局等单位联合发
起的“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陆续展开。

在宁阳县葛石镇北庄小学，来
自宁阳县木偶曲艺剧团的艺术家
们，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堂别开生
面的木偶、戏曲课，把曲艺和地方
戏带进校园，让孩子们亲身体验
“木偶戏”的魅力，并从中了解到
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戏曲进校园

传承在身边

□记 者 刘培俊
通讯员 马 鑫 王莹莹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21日上午，泰安市房管
局召开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与评级管理系统
暨物业行业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发布并
全面启用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与评级管理系
统。

物业企业信用评级管理是国务院取消物业
服务企业资质后实行的一种以信用评级为核心
的全新物业服务监管模式。物业服务企业信用
档案与评级管理系统的启用，是泰安市加强物
业管理事中事后监管、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健
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重要举
措，对下一步规范行业发展、提升服务品质、
精细化推进创城工作提高群众满意度都有积极
的作用。

泰安启用物业企业

信用评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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