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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刘慧娟

近日，在新泰市龙廷镇龙溪庄村革命烈士
陵园，来自龙廷镇岙阴小学的400多名师生认
真聆听守墓人徐志金讲述当年的红色故事。这
样的场景对徐志金老人来说已经成为常态。

近年来，新泰市致力传承红色基因，以红
色旅游为主线，充分利用红色遗址遗迹，打造
红色旅游片区，发展红色研学游。今年，新泰
市龙廷红色研学基地更是登上山东省100家红
色研学基地名单。由徐志金和徐勤学夫妇志愿

守护的龙溪庄村革命烈士陵园也成为研学基地
的现场体验点。

“带领孩子们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让他们
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激发他们的爱国爱党
热情。”谈及开展红色研学的意义，龙廷镇少
先队总辅导员赵少峰深有感触。

龙廷镇以“礼圣故里、红色龙廷”为目标，以
掌平洼村为中心，向西延伸开发将军堂、上演
马、下演马三个村，向南在原有太公峪、龙溪庄、
老瓜峪的红色教育基地基础上，再开发土门、上
豹峪两个村，让红色旅游景点穿点成线，形成红
色旅游特色项目，年接待游客达30余万人次。

掌平洼村是红色游、研学游的主要基地，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方军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今年我们计划拿出3个月的时间开展研学活
动，各研学基地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超过15000
人次，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50余万元“。

为打响红色研学游品牌，当地一方面深挖
龙廷镇红色资源优势，编制《研学旅行项目可行
性报告》和《研学旅行中长期发展规划》，精心设
计“重走百年奋斗路，争做合格接班人”研学旅
行产品，将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纳入研学旅游课，
开设研学小课堂，传承红色基因。

另一方面，把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和发展红

色旅游结合起来，充分挖掘革命遗址文化内
涵，精心打造毛泽东文献博物馆、青云山风景
区等一批红色旅游景点。

目前，新泰市已为36处革命遗址立碑，建
成10余个红色文化纪念馆，打造省级党史教育
基地1处，泰安市级和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3处。

“我们打造包括了城区博物馆、乡村教育
基地、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等在内的全域性研
学游，让红色旅游的产业链条延伸到千家万
户，让群众在红色旅游发展的各个链条上都受
益。”新泰市文旅局局长高会利说。

新泰红色游、研学游持续升温

一条红色旅游线年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刘涛
本报通讯员 纪宗玉 赵卓

近年来，肥城市抢抓入选首批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地区的机遇，利用与华为公司合作开发
的“数字底座”，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以

“数字农业”示范项目为引领，打造“数字小镇”
示范镇，“掌上村庄”示范村，推动数字惠民便
民，书写数字乡村建设的“肥城答卷”。

每棵果树都有数字档案

7月5日，在肥城桃园镇桃产业智慧农业示
范园里，自动巡检机器人正对果树的生长情况
进行巡检。在这里，遥感、定位系统、网络技
术、自动化技术被应用在桃生产的全过程，山
东农业大学的专家远程提供“全链条”生产指

导。每棵果树都有自己的数字生长档案。
“要加快发展数字农业，推进大数据、云

计算和5G等前沿技术融入到现代农业先行区建
设工作中，促进农业和科技深度融合。”肥城
市委书记马保文说。

肥城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打造“肥桃数字
小镇”“汶阳田数字小镇”“有机菜数字小
镇”“两菜一粮数字小镇”等示范镇，在特色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上加快提升数字化
水平。去年，全市网络零售额达10 . 7亿元，同
比增长16 . 8%，快递进出港总量4449万件。

游客一部手机“游”景区

今年“五一”前夕，肥城正式上线的“肥城文
旅云”智慧服务平台便捷又“给力”，让游客
一部手机“游”遍肥城。肥城五埠村依托该平

台，建成数字景区，不仅能对人员、车辆进行
远程管理和调度，还能实时监控游客流量。

游客动动“指尖”，服务就在“掌上”。肥城着
力打造“五埠古村”“吕仙石头村”等乡村旅游数
字化示范村。通过开发全程数字化服务App，提
升景区智能化水平，实现景点推介、网上预约、
网红带货、网上下单、及时互动等“一机统揽”。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期间，肥城五埠
伙大门景区接待游客2 . 8万人次，实现综合收
入26 . 3万元。依托景区数字化服务管理系统，
有力维护了景区秩序的稳定。

数字化让乡村治理不再难

近年来，肥城市运用大数据对乡村治理工
作进行创新探索。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
向乡村延伸覆盖。目前，全市超过280项政务

服务被纳入省级平台运行，推动基本政务服务
少跑快办，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建设“互联网+智慧教育”项目。肥城充
实教育在线资源120余万个，涵盖普通中小学
所有学科教材版本。30所学校建成3D打印创客
工作室，19所学校建成机器人实验室，所有学
校建成创客活动室。

以服务新型农业工人为目标，肥城打造
“服务建安App”新型农民数字化服务亮点项
目，构建起集党员管理、人才交流、职业培
训、法律援助、信息沟通、返乡创业等功能于
一体的数字平台。目前，平台关注人数超过8
万，累计为群众解决难题4000余个。

据了解，肥城“数字乡村”建设还扩大了
在农村养老、生态保护等领域的应用，信息化
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
了基础支撑作用。

农业专家远程指导 乡村旅游“一机统揽” 数字化助力乡村治理

肥城打造“数字乡村”便民惠民

□ 本 报 记 者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王晓东 叶忠生

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司技术部员工王文铜
近来可谓“马不停蹄”。他连续参加了各级技
能大赛，收获了大大小小不少奖项，同时还参
加了泰安原浆直营研修院培训。公司评定他为
啤酒品酒师高级技师，每月发放技能工资500
元。

“公司聚焦员工多元化培训需求，‘量身
定制’技能培训项目和自主评价体系。企业技
能人才自主评价的过程，与公司原有的岗位技
能等级鉴定相结合，评价结果与薪酬水平相结
合。目前，企业技能序列人员工资主要由‘基
本工资+计件工资+技能工资+年终奖’等部分
组成。评价出的职业等级，将对应到工资结构

中的技能工资项目中。”山东泰山啤酒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总监白天知告诉记者。

人才如何培养？怎么评价？企业说了算。
近年来，泰安市人社部门推动深化“放管服”
改革，以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为抓手，大力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探索打通技能培训和
人才评价通道，实现二者同开展、双融合。

近年来，泰安市先后印发《泰安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通知》
《泰安市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实施细
则》等文件，提供了政策支撑。“通过提供
‘菜单式、打包式、送达式、一链式’培训和
评价服务，泰安市打造‘需求—培训—评价—
补贴’全链条，确保政策释放红利、培训更接
地气，推动实现多方合作共赢的目标。”泰安
市人社局局长蒋永斌介绍。

“人社部门派出专员，主动上门服务，与
公司一起，研究制定了自主评价的职业等级、
职业标准、职业规范以及后续评价结果兑现薪
酬待遇的具体方案。在申报材料中的工种界定
上，人社部门也帮助我们优化整合职业工种，
提供诸多指导。”石横特钢集团人力资源部部
长张小鸥说。

“我们与企业多次线上线下对接，及时关
注培训与评价进展情况，把脉难点重点，寻找
解决对策。通过线上服务，让企业‘零跑腿’
完成全部材料申报、审核、评估等工作。同
时，我们积极协调同行业大中型企业，服务小
微企业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泰安市人社局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工作专班副主任张元强介绍。

泰安市为1044家重点企业配备了人社专
员，广泛发动人社专员入企，充分了解企业技

能人才的培训需求，帮助企业确定培训工种和
自主评价目录，指导企业建立技能人才自主评
价体系。

泰安玻纤“三维”矩阵自主评价体系、石
横特钢“三四五”培训评价体系、康平纳“三
位一体”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泰安市围绕人
才自主评价体系，积极推动因需施策、分类施
教、一企一策、一人一策。同时，支持企业以
“训”带“评”，让员工当班错时或利用班后
零散时间实地（在线）考评，充分扩大企业人
才培训、评价的自主权，形成“多点开花”的
新局面。

截至6月底，泰安市76家企业被认定为技
能人才自主评价机构，11214名职工取得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全市共发放补贴4951 . 88万元，培
训技能人才38849人次。

泰安用好企业自主评价“指挥棒”

是不是“人才”，企业说了算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黄丽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6日，泰山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来到泰安
市泰山区互联网行业党委党群服务
中心，参加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旨在推
动互联网行业党建工作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高质量。”泰山
区互联网行业党委书记刘奎林说。
6月中旬以来，泰山区分批次安排
全区互联网企业员工500余人次参
观展览。

去年7月8日，泰山区互联网行
业党委正式成立，成为泰安市首家
县级互联网行业党委。针对辖区内
近千家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业
态的互联网企业集聚的实际，行业
党委着力打造“e路先锋”党建品
牌，不断探索适合互联网行业特点
的党建新模式，点燃了互联网发展
的“红色引擎”。

把分散的互联网企业凝聚到一
起，拧成一股绳，对具有3名以上
正式党员的互联网企业，单独成立
党组织；对规模小、党员少的互联
网企业，通过挂靠、联建和派驻帮
建等方式组建党组织。

线上开花，线下生根。在不久
前组织开展的“我为群众办实
事——— 泰山区互联网行业党委2021
国民体质监测进企业”公益活动
中，泰山区邀请了泰安市国民体质
监测车上门到企业开展监测服务，
不断提高互联网企业员工的身体素
质。

同时，泰山区互联网行业党委
在策划开展“红色网络文化季活
动”的过程中，通过红色网络文化
进社区演出、网络媒体联盟走进最
美乡村、“走进万达商圈 感受党
建魅力”主题党日等丰富多彩的形
式，弘扬网络正能量，让更多群众

享受优秀的网络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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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王其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4日，中国旅游景区

协会和华侨城创新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旅
游景区欢乐指数6月份报告，泰山风景名

胜区首登自然景观类榜单第一；在旅游热
门城市排名中，泰安跻身前十，居第九
位。

除固有的壮丽风光与文化底蕴以外，
泰山景区这一排名也源于其注重市场反

馈，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据了解，6月以来天
气作美，泰山极顶的蓝天白云和壮丽日出
不断刷屏朋友圈，泰山游客数量也连续破
万。泰山作为中国文化的顶级IP和自然景
观旅游胜地代表，热度持续攀升。

泰山景区欢乐指数居全国自然景观类榜首

□ 曹儒峰 刘媛 彭海霞

“园林绿化修剪比赛现在开
始！”随着一声号令，泰安市城
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
的参赛选手们迅速投入比赛。
“咔嚓咔嚓”……娴熟的动作，
敏捷的身手，剪刀在手中上下翻
飞，刀起叶落，一处处精美的植
物造型“新鲜出炉”，树形美
观，轮廓圆整，分枝均匀。

行走在泰城的街头，市民
会发现，道路两旁的绿篱已在不
知不觉中悄悄修整了“发型”，
疏落有度，层次清晰，两三种
模纹植物材料之间，线条分
明，整齐优美，目光所及，皆
是风景。

绿树成荫，花团锦簇，是城
市“园丁”们汗水的结晶。目
前，泰安市建成区公园面积
2345 . 47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23 . 14平方米，建成区绿
地率达到39 . 65%。

多年来，泰安市城市管理局
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践行“城
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
理念，当好城市“化妆师”，在
干中练，以学促练，以练促干，
不断培养专业的园林绿化养护队
伍，持续推行“日巡查、周调
度、月考核、年奖惩”的长效机
制，以督查督导促工作落实，以
比武竞赛促技能提升，进一步巩
固市管绿地景观效果，推动园林
绿化管护水平不断提档升级。

“城市绿植是与民共生、为
民服务的生命体，建设与时代发
展同步的高品质园林绿化和景观
风貌，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的多
元价值，发挥其维护生态质量、
优化人居环境、增进百姓福祉的
综合功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将
不懈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家园。”泰安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吕桂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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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赵峰 报道
本报宁阳讯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

阳把县域实践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教材，设计
“研学宁阳引汶水利史，体悟新时代水利精神”
“党支部百年发展历史”“党支部发展历程及经
验启示”“在‘大’历史中认识‘小’支部”等
多部党史学习教育课，让基层党员干部在宁阳实
践中接受生动的教育和深刻的启发。

宁阳把“学思践悟”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
终，不仅围绕县域发展设计课程，还盘活党校、
爱国主义基地等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
教育。

宁阳将县域实践

变成生动教材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吉东升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5日，泰安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泰安市2021年初中学业考试和高中段学校招生
录取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考试招生
的相关情况。

2021年泰安市初中毕业考生48166人，全市高
中段学校招生计划48497人。其中，普通高中
27254人，职业院校21243人，招生计划多于初中
毕业生人数。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规定，今年泰安市普通高
中实行“分数+等级”的录取方式。分数成绩在
报名资格线以上的考生，均可参加相应学校相应
类别招生计划的志愿填报，按规定程序录取。

今年普通高中

招生27254人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6月28日，泰安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服务中心揭牌运行。去年以来，按照泰安
市委、市政府部署，市委政法委加快推进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建设，科学规划布局，规
范运作程序，中心如期完工、投入运行。

下一步，市综治中心将聚焦主责主业，突出
实战实效，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努
力打造成服务决策的“参谋部”、政法工作的
“协调部”、服务管理的“指挥部”、便民为民
的“服务部”。

泰安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服务中心揭牌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隋翔 报道
近日，泰安市文明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和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联合下发了
《关于佩戴安全头盔的通知》，各有关单位广泛
动员干部职工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佩戴
安全头盔。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苏昱 陈阳 报道
近日，泰山文创雪糕上市。有泰山十八盘、五岳独尊、泰山日出等三种造型，巧克力、抹茶和白桃三种口味，产品采用用盲盒形式，

造型与口味均为随机匹配，让游客惊艳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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