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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济宁走进深圳推介文旅精品
双方一批文旅合作项目正式签约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

省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形成了社会各界
关心、支持、参与扫黑除恶的良好氛围。

按照专项斗争期间不间断、滚动式组织开
展黑恶线索摸排的要求，4月1日，滨州市博兴
县公安局发布《关于检举揭发重点行业领域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通告》，面向广大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征集重点行业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线索，再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潮。

举报人举报的黑恶霸痞违法犯罪线索，经
查证属实，给予一次性奖励。举报黑社会性质
组织，经公安机关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20
万元；举报恶势力犯罪集团，经公安机关查证
属实的，奖励人民币5万元；公安机关查证属
实并以涉恶类犯罪团伙具体罪名移送起诉的，
奖励人民币5000元；公安机关查证属实并以涉
恶常见各类霸痞罪名移送起诉的，奖励人民币
1000元，等等。

博兴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共摸排涉黑涉恶线索
181条，办结144条，已核实涉黑涉恶线索32
个。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个，恶势力犯罪
集团2个，恶势力团伙7个，其他涉恶犯罪团
伙35个。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离不开宣传教
育。枣庄市组织部门充分利用“灯塔—枣庄
党建在线”“枣庄组工”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发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动态信息及
有关政策文件精神解读、应知应会知识等；
并下发专门通知，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纳入
农村党员干部学习培训重点内容，指导区
（市）在农村党员冬春学习培训、村党组织
书记集中轮训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学
习教育。乳山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办公室推出公益广告《不要怕》，受到广泛
关注。很多市民自发将这段公益广告剪辑成多
段适合微信朋友圈转发的短视频，呼吁大家积
极转发，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邮储银行烟台
市分行深入客流量大的街区、商场及农村集
市，对中老年、外来务工、无业、农村人员等易感人群进行重点宣
传，重点讲解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常见犯罪手段及防骗对策，
提高社会公众的反诈骗风险意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取得阶段性成效，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侦
办涉黑案件104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467起，侦办涉恶共同犯罪
案件3554起，查处涉案资产41 . 6亿元。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涉黑案
件82件200人、涉恶案件1201件3282人，提起公诉涉黑案件50件
564人、涉恶案件504件2579人。全省法院一审审结25起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件，判处刑罚285人，一审审结238起恶势力犯罪案
件，判处刑罚12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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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天下儒仕

尽朝鲁，古今礼乐出一家’。济宁是拜
圣习 儒 、中华 文 化 寻 根 的 必 选之
地。”文化济宁走进深圳文化旅游招
商推介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召
开，在深圳文博会开幕之际，宣传推
介孔孟之乡济宁。深圳56家企业、10
家旅行社参加推介。两地签订文旅合作
意向项目2个，投资总额6亿元；签订旅
行社合作协议3个。

服章唯美，雍容尔雅，在邹鲁礼
乐传统的“笄礼”“冠礼”的表演
中，推介活动拉开帷幕。推介会上，
济宁推出“文化圣地体验游、国学经
典研学游、运河微山湖休闲游、圣地
乡村生态游”四大系列主题旅游线
路，制定发布了相关组团送团奖励政
策，欢迎旅游企业与济宁互送客源、
合作共赢。重点推出了尼山圣境项
目。此外，还包括拜圣习儒、走进水
浒、礼佛禅修、运河访古、湖上泛
舟、圣地农耕六大体验性游览活动；
曲阜文化慢城、泗之源泉文化康养小
镇、邹城蓝城云梦桃源小镇、微山湖
秀荷渔家小镇、鱼台县康养文旅小镇
项目等文化旅游重点招商项目。

“文化济宁走进深圳，推介孔孟之
乡研学游产品，非常及时，非常应
时。”深圳文化体育旅游局文产处副处

长金超表示，深圳和济宁，一个是改革
开放桥头堡，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
富集，一个是儒家文化发源地，文化旅
游资源得天独厚，两地优势互补，为双
方开展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希望两地
加大开发力度，策划开发出更多适应两
地的文化旅游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客
源共送。

据了解，济宁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出台
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济宁市促进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实施细则》明确
了招商优惠政策、税费减免政策、用地
支持政策、财政扶持政策、投融资政策
和人才激励政策，其中对新引进境内外
知名文化企业、旅游开发企业，采取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政策予以支
持。其他新引进企业，首次投资过亿
元，自建、购买或租赁办公用房的，由
受益财政给予补贴，每年最高30万元，
可连续补贴3年。

济宁市文旅局副局长郑庆军介绍，

“圣地、文化、水乡”是济宁闪亮的三
张旅游名片。2 0 1 8年全年接待游客
7374 . 72万人次，特别是深入打造了研
学旅游产业集群，开通研学游高铁专
列，研学游团队游客突破百万人次，入
选山东省首批现代优势产业集群。

目前，济宁深圳合作、服务全省的
华为大数据中心落户济宁并正式开通运
行；与华强方特集团合作，共建的复兴
之路文化科技项目成功签约落地，今年
下半年将正式开工建设。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深圳5月15日电 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

于5月16日至2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记者今天
从省委宣传部了解到，山东展团主展区位于深圳
会展中心2号馆，以“文化山东 大道儒商”为
主题参展。

山东展区共设置了影视出版传媒、文化旅
游、文化科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非遗及民间

手工艺五大板块，遴选全省96家优秀文化企业参
展。参展企业代表了山东文化改革发展新成就和
文化融合发展新成果。主展区各类文化展品数量
达8520余件。

此次深圳文博会，山东展区由大小两个展位
串联而成，以诗句“谁持彩练当空舞”为设计灵
感，展区造型通过顶部的翻转连接与展区内文化
企业的交相辉映，构成一组生动的“齐鲁文化彩

练”。一条彩练继往开来，体现山东勇立潮头、
开拓进取，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山东的文化责任与
文化担当。

展会期间山东展区内将举办7场企业订货洽
谈会，包括巨野工笔牡丹画订货会、山东艺达民
族乐器有限公司订货洽谈会、山东海瓷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招商订货会、台儿庄古城重点文化旅游
项目推介会等活动。

阐释“文化山东 大道儒商”主题

山东96家文化企业亮相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 山东参保人省

内异地就医购药，可以直接刷社保卡中个
人账户资金了！这种“一卡通行”模式，
打破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使用的区域限制和
不同管理模式之间的障碍，切实解决流动
人口和随迁老人看病难问题。今天，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了这一消息。

据省医保局副局长仇冰玉介绍，设
立医保个人账户的初衷，是激励职工参
加基本医保、方便职工门诊就医。但
是，受医保基金统筹层次较低、医保信
息化系统不统一、个人账户管理模式不
统一等因素影响，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只
能在参保地使用，在异地就医购药时产
生的需要个人负担的住院费、门诊费和

药费，还不能直接通过刷社保卡使用个
人账户资金支付，只能使用现金或银行
卡支付。

这既增加了参保职工垫付医药费的
负担，也使得大量个人账户资金沉淀闲
置。据统计，2018年我省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资金累计结余占基金总结余的18%，如
果能够用活用好个人账户资金，将大大
提升参保职工异地就医购药的体验感和
获得感。

今年年初以来，省医保局与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密切配合，加快医保信息系
统改造升级、扫清障碍，实现了医保个人
账户省内异地就医购药“一卡通行”的目
标。截至4月底，全省16市之间实现了个
人账户的互联互通，目前首批实现医保个
人账户省内异地刷卡的联网医院920家、
联网药店497家。我省参保职工在这些医
院、药店就医购药时，可以直接刷社保
卡使用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就医购药的费
用。

下一步，我省将在提升医保基金统筹

层次、建立全省统一的医保信息化系统、
统一个人账户管理模式等方面下功夫，继
续扩大“一卡通行”的定点医药机构范
围，力争定点医疗机构达到1300家、定点
药店达到3000家，确保每个县（区）至少
有2家医院和2家药店可以异地就医购药
“一卡通行”。

我省解决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看病难
的另一项有力措施是异地就医联网结算。
截至4月底，全省开通异地住院联网直接
结算的医疗机构达到1070家，开通数量居
全国第三位。其中，三级医疗机构177
家、二级517家、一级及未定级376家，分
别占17%、48%、35%。与2018年底相
比，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占比从27%提
高到了35%，实现“双下沉”：联网结算
医疗机构向基层拓展、异地就医服务向基
层群众延伸。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持续扩
大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范围，
尽快使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
卡看病、即时结算，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
随迁老人。

解决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看病难

省内异地就医购药“一卡通行”

我省率先建立可复制可推广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一张图”为乡村振兴插信息化翅膀

社保关系跨市转移
可继续使用原社保卡

□记者 魏然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 日前，中共山东省纪委、山东省监委对滨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吴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

经查，吴声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
所，违规使用公务用车；违反组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
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反
工作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吴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
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以案谋私，损害司法机关形象，破坏
社会公平正义，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山东省纪
委常委会会议、山东省监委委员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决定
免去吴声第九届滨州市委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滨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党组书记、院长吴声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第29个全国助残日（5月19日）到来之际，我省

出台《山东省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康复救助项目实施方案》，明确
了项目内容、项目机构、救助对象、补助标准、救助流程等。

方案提出，项目内容包括：以先天性致肢体残疾疾病为重点，开
展出生缺陷防治和残疾预防知识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社会公众残疾
预防知识知晓率；为我省符合救助条件患有先天性马蹄内翻足、脑瘫
后遗畸形、关节畸形及脱位、脊柱裂后遗下肢畸形、脊柱侧弯等需矫
治手术的肢体残疾儿童实施矫治手术，治愈或减轻残疾程度。

救助对象为具有本省户籍的0－17周岁肢体残疾儿童，具有专业
诊断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经省项目技术指导组专家评估有手术
适应指征，监护人有手术意愿并填写相关知情同意书。

省项目按照救助的肢残病种包干治疗费用标准给予补助，在包干
费用范围内，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其他保
险救助等按规定报销后，其余费用由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经费据实支付
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手术或门诊保守治疗补助范围包含药费、床位费、诊查费、
检查费、放射费、检验费、治疗费、手术费、输血费、护理费、材料
费、输氧费等，包干治疗费用标准如下：先天性、炎症、创伤、肿瘤
及罕见病导致的四肢畸形，脑瘫后遗四肢畸形，脊柱裂后遗下肢畸
形，严重的发育性髋关节脱位，严重的马蹄内翻足，严重的发育性关
节内外翻畸形，成骨不全症，住院手术治疗不超过5万元；骨肿瘤导
致的肢体功能障碍，脊柱侧弯，住院手术治疗不超过7万元；发育性
髋关节脱位，先天性马蹄内翻足，门诊保守治疗不超过1万元。对病
情特别复杂，预计总费用会超出上述标准的病例，须由项目定点医疗
机构向省项目管理办公室（山东省康复研究中心）提出书面申请，经
批准后可酌情提高标准。对同一受助儿童同一疾病需分次手术的，按
最终总费用计算；对同一受助儿童不同疾病需手术的，可根据实际病
情分别申请救助或一并申请救助，对各病种费用分别计算。需适配辅
助器具的，辅助器具装配费补助不超过1000元；术后需康复训练的，
康复训练费补助不超过4000元。

针对0－17周岁山东户籍肢体残疾儿童

矫治手术康复救助项目

实施方案出台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 全省群众能够

实现跨市就医购药“一卡通行”，背后是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社会保障
卡合作金融机构、银联四方通力合作，打通
了各市社保卡支付渠道。据悉，此次我省对
2000多台社保卡读卡机具进行了升级。

我省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8544万，今
年预计达到9158万。目前，我省初步实现
了社保卡跨地区“一卡通用”，确保异地
转移的社保卡可使用、可服务。这就意味
着，在山东，今后参保人省内转移社保关
系，未提出换卡要求的，可继续使用原社
保卡，无须换卡；提出换卡需求的，尊重
本人意愿制作新卡。

此外，目前，全省336家医院实现了
社保卡替代就诊卡，60多家医院实现了使
用社保卡进行诊间结算。

□记者 赵琳 报道
左图：深圳文博会，山东展区正面效果图。 右图：文化济宁走进深圳招商推介会上，邹鲁礼乐传统的“笄礼”“冠礼”表演。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5月15日讯 我省在全国率

先建立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乡村振兴新模
式——— 建成了诸城市乡村振兴“一张图”
（以下简称“一张图”），为农业现代化
发展和农村社区化建设提供客观、准确、
高效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推动山东乡村
振兴走上信息化发展道路。省政府新闻办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一消息。

据介绍，去年4月我省启动了诸城市
乡村振兴“一张图”建设，省自然资源厅
与诸城市政府联合成立工作专班，制订了
《诸城市乡村振兴“一张图”总体设计方
案》，经过一年多努力，“一张图”成果
于2019年4月29日通过专家验收，形成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乡村
振兴新模式。

“一张图”主要成果包括一个数据资
源中心、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和8个应用示

范系统。通过获取全域遥感影像、电子地
图、地形地貌、地理国情等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制作了覆盖诸城市208个社区、特
色乡村、恐龙博物馆等文化旅游景区的全
景影像，整合了土地、森林、土壤、水等
各类自然资源数据以及围绕“五个振兴”
的专题数据，总数据量超过1000GB，首
次在全省形成了海量乡村振兴大数据体
系，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城市、农村信息
资源同尺度覆盖、同周期更新、同平台
服务，让农村享受到和城市同等质量的
信息服务。同时，围绕“五个振兴”和
诸城市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态景区
共建共享，建设了“三区”共建共享应
用系统和生产园区信息服务系统、惠农
信息服务“一点通”、乡村人才信息服
务“一点通”、美丽乡村文化旅游信息
服务“一点通”、自然资源与生态景区
信息服务系统、生活社区信息服务系

统、党务信息服务“一点通”等7项专题
应用系统。

在产业振兴方面，惠农信息服务“一
点通”提供了作物种植全生命周期和养殖
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信息服务，为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建立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等提供信息化支撑。运用物
联网技术，对田园综合体农产品农药残
留、农作物生长环境以及种植、加工过程
进行动态监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
安心。

在人才振兴方面，整合各类乡村人才
数据，建立动态可跟踪的乡村振兴人才数
据库，绘制乡村振兴人才全景地图，识别
人才数量缺口和人才质量洼地，有针对性
地实施扶贫培训、人才培训、创新创业等
培训计划，形成更加精准、有效的人才及
项目供给。

在文化振兴方面，文化旅游信息服务

“一点通”作为诸城市文化旅游的宣介窗
口，涵盖文旅精品、乡村旅游、历史记
忆、下乡惠民、文旅资讯等内容。社会公
众通过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可以一站式、
全方位地获取相应信息服务。

在生态振兴方面，通过整合各类土
地、森林、湿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和
空间规划、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等数据
信息，形成完整覆盖诸城市“山水林田湖
草”等自然禀赋和空间特征的乡村振兴自
然资源工作底图，为划定生产园区、生活
社区、生态景区和自然资源统一监管提供
服务支撑。

在组织振兴方面，以在线党建为引
领，依托“龙城先锋”公众号，整合农村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数据，绘制“党建服务
地图”，以空间化、可视化手段满足各级
党组织、群众对党务信息获取及应用需
求，为调整优化党组织设置提供支持。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