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王志浩 黄露玲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bjzx@126.com要闻2

  □ 本 报 记 者 赵琳
    本报通讯员 梅花 张艳

  随着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临
近，曲阜孔府印阁设计制作车间里更加忙
碌了，篆刻师傅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论坛国
内外嘉宾的伴手礼。每个印章都独一无
二，用参会嘉宾的名字定制，刻有不同的
“金句”。
  诚信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诚信密切相关的印章
是最重要的信物之一。孔府印阁总经理刘
鹏说：“作为论坛伴手礼，我们希望通过
‘印信’这个小小的载体，向世界传播中
华印信文化。”
  “点点关注加加团，传统手艺不失
传！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首席篆刻师
孔令佳在直播间里一边刻字，一边招呼。
如今，孔府印阁日产印章2.5万枚左右，
开发了寿山石、胎毛、铜等多种材质的印
章，设计了儒家经典等千余种主题，在电
商平台上拥有6家网店，众创网店100多

家，篆刻印章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30%，石印产品网上销量全国第一，并远
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一门篆刻书法艺术，形成了全国最大
的印石批发集散地，成就了闻名海内外的
文化产业——— 在曲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李芳看来，其根基在于厚植传统文化优
势，面向市场需求，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
创新开发、活化利用。
  山东立足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的比
较优势，激活文化发展创新力，大力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全域推进“山东手造”工程，推动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文化产业发
展的澎湃动能。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152.4亿元，比上年
增长24.4%，高出全国8.4个百分点。文化
产业已成为我省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
擎，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把‘山东手造’装进行李箱、后备
厢”，当下，“山东手造”已走进全省
183家商超、305家酒店、10个高速公路服
务区、104个A级旅游景区、24个旅游休闲
街区、39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5个旅游
民宿集聚区，成为备受海内外游客认可的
“山东好品”。全省手造企业和经营业户

已达119万家，直接从业人员350余万人，
一批重点手造企业、手造项目、手造园
区、手造产业群蓬勃兴起，手造产业逐渐
发展成为我省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山东重点挖掘
文化遗产、节庆赛事、民俗文化、名人文
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出创新金融产
品和服务、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暂退旅游
服务质量保证金、发放消费券、旅游景区
票价优惠等政策，加大助企纾困力度，以
高品质产品供给、多层次消费引导、精细
化管理服务、全方位交流推介，充分释放
文旅产业活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
  9月的济南，千泉竞涌，泉水节“撞
上”中秋小长假，游客市民出游热情高
涨。济南市民韩峰携家人到天下第一泉景
区乘坐“品茗赏月游船专线”，在大明湖
品中秋美食，赏超然美景，一家七口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中秋。“中秋是重要的传统
节日，花费不多，体验很好，老人孩子都
很满意。”韩峰说。
  中秋小长假3天，济南市24家主要景
区共接待游客8 4 . 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6%。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任骁
瑞表示，节日期间发放的200万元文旅惠
民消费券，刺激了传统佳节体验游消费，

“今年5月28日至9月12日，济南市累计发
放文旅惠民消费券2073万元，领取68万
张，使用45.58万张，带动文化旅游产业消
费5496.81万元。”
  9月3日晚，刘德华抖音线上演唱会吸
引了超3.5亿人次观看，不少网友发现，
演唱会页面上显示的IP属地，是山东。拿
下超27亿元票房的《独行月球》、山东卫
视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热播的
《天才基本法》、宣布定档大年初一的
《流浪地球2》等影视作品，有一个共同
点——— 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制作。
  山东力争到2025年形成千亿级影视产
业价值链。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
塑造文旅产业新优势，完善文化产业功能
区布局，高标准建设青岛影视基地等。东
方影都所在的青岛西海岸新区每年设立2
亿元专项资金，为影视企业、剧组提供一
站式服务。仅今年上半年，在新区备案的
影视作品已超过200部，30个剧组、近1万
多人在周边参与拍摄制作。
  “‘青岛出品’逐渐崭露头角，东方
影都正在引领山东的演出市场。”在爱奇
艺高级副总裁戴莹看来，山东影视产业在
全国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山东影视扶持
政策不断完善，对影视行业的敏锐度和扶
持程度都很高，未来可期。”

  □ 本报记者 赵君

　　齐长城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修筑
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现存有准确遗迹
可考、年代最早的长城。9月21日，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山东省齐长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齐长城保护
工作，齐长城总体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
善，但也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有必
要通过地方立法为齐长城保护工作提供有
力的法治保障。”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齐
延安说。
　　“针对齐长城线长面广、跨多个行政

区域、位于行政区划边界点段较多的情
况，《条例》规定齐长城位于县（市、
区）行政区域边界的，毗邻的设区的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沟通协作
机制，落实管理责任，共同做好齐长城保
护工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王仲泉说。
　　《条例》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开展齐长城资源调查，对认为属于齐长城
的点段，依法报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进行
认定，应当根据齐长城保护需要，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划定齐长城的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齐长城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建立本
行政区域内的齐长城档案和齐长城资源数
据库，推进信息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齐长城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文物等部门可以通过设置齐长城
巡护公益性岗位、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加强对齐长城的巡查、看护。
　　《条例》要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
行工程建设，不得拆除、掩埋、穿越、迁
移齐长城。工程建设涉及齐长城的，应当
绕过齐长城。无法绕过的，应当采取挖掘
地下通道的方式通过齐长城；无法挖掘地
下通道的，应当采取架设桥梁的方式通过
齐长城。在齐长城建设控制地带或者齐长
城保护规划未禁止工程建设的保护范围
内，不得建设污染齐长城及其环境的设
施，不得建设危害齐长城安全、破坏齐长
城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筑物。
　　《条例》明确了禁止在齐长城上从事
的活动，包括取土、取石、取砖、开沟、
挖渠；种植、养殖、放牧；攀岩、刻划、
涂污、野营、野炊；依托齐长城建造建筑
物、构筑物；架设、安装与齐长城保护无
关的设施、设备；驾驶交通工具，或者利
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齐长城；展示可能损坏

齐长城的器具；有组织地在未辟为参观游
览区的齐长城点段举行活动；法律、法规
禁止的其他活动。明确了禁止在齐长城保
护范围内从事的活动，包括在齐长城保护
规划禁止工程建设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
建设等。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和齐长
城保护规划，编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
东段）建设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齐长城
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
建设保护规划，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山东段）建设。
　　“《条例》还提出，齐长城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建立
健全齐长城保护动态监测制度，使用遥感
卫星、无人机、信息平台等技术和手段，
对齐长城及其相关设施、周边环境进行动
态监测。”王仲泉说。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东营9月22日讯　今天，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党建工作协作交
流会在东营举行。全国党建研究会机关专委会主任委员李勇，省委常
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张海波出席会议。
　　李勇在讲话中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东营一周年之际，召开
沿黄各省区党建工作协作交流会，很有意义。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动党建和业务深
度融合，不断提升党建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张海波在致辞中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发挥党建
的保障促进作用至关重要。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聚焦发力，把党
建“第一责任”融入发展“第一要务”；在党建业务融合共促上深化
拓展，进一步健全完善融合推进机制；在改进作风为民服务上久久为
功，持续深化“四进”攻坚、“双联共建”等工作；在交流协作共建
共享上巩固提升，探索建立跨省区党建协作机制，共同谱写好党建引
领保障黄河重大国家战略落实这篇大文章。

山东立法保护齐长城
◆可设置齐长城巡护公益性岗位 ◆禁止在齐长城上野营野炊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是新时代公务
员队伍共同的责任担当。走近山东省“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感受到的是满满为民情怀、拳拳为民
之心。他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当好人民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对农民工兄弟来说，辛苦劳动得来
的报酬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保障。我
的使命就是以实际行动服务他们，让他们
更加安心工作。”说这话的是济南市槐荫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和调解
仲裁科（就业促进科）科长王畅。多年
来，他积极参与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
作，被称为农民工最信任的“护薪人”。
有一次，他收到一起上级转办的欠薪线
索，拖欠工资近300万元。了解事情来龙
去脉后，王畅与同事在3个月内先后10次
奔赴当地，对施工单位的账目一页页、一
遍遍地核查，对农民工逐一进行调查访
谈，收集了千余页的佐证材料，形成了完
整的证据链。在他的努力下，86名农民工
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中秋佳节、年终岁
末，往往是王畅工作最忙的时候。但他常
说：“自己累点没关系，大家过得好，才
是真的好。”
  “进百家门，访百家情，解百家难”，这
是当地群众对海阳市徐家店镇应急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蒋洪英的评价。参加工作以来，
他一直从事乡镇一线的包片包村工作，只

要百姓家中有困难，他都跑前跑后帮助解
决。片区百姓遇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他主动靠上，及时
了解贫困户实际困难。当时，南坡子村刘凤
芝家庭收入低，蒋洪英主动联系各级部门，
为其申请公益岗，增加了经济收入，改善了
生活条件。在他的不断努力下，他所包帮的
贫困户早已实现稳定脱贫，他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临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第二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肖云光常
说，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关乎别人的一
生，不拿出“求极致”的态度，就担不起
人民群众的托付和信任。他坚持以提升群
众满意度为己任，注重释法说理、注重宣
传检察职能，为此，他创新性地树立形象
鲜明、富有人情、贴近青少年的“大白哥
哥”检察官形象，围绕与青少年息息相关
的主题以案释法，采取中小学生喜闻乐见

的方式开展法治宣讲，帮助他们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在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他还常常向留守儿童送去书籍、为
困境儿童捐献希望小屋、通过互联网奉献
爱心，累计帮助10万余人。
  “今天，我代表我们小区366户居
民，向你们表示感谢！”家住胶州市顺德
花园的退休工人张大爷，在胶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民会客厅”激动地说，“老旧
小区改造是真正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2020年，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启动老
旧小区改造，在推进加装电梯的同时，统筹
实施外立面改造、飞线整治、雨污分流改
造、增设停车位等工作，让老旧小区里外焕
然一新。该局还实施道路改造、绿化提升等
工作，全要素改建提升城市主干道，不断完
善城区路网结构。在农村，该局积极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打造了彻底入户收集、闭
环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样板。

当好群众知心人贴心人领路人

文化“两创”为产业聚力赋能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党建工作协作交流会举行

明年我省计划改造

老旧小区3898个

　　本报讯 9月21日，2022中国报业技术年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大
众报业集团荣获包括“中国报业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单位（省
级）”在内的多个重量级媒体融合技术大奖。
　　经2022年中国报业技术奖项专家委员会评审，大众报业集团获得

“中国报业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单位（省级）”荣誉称号；大众报业
集团推荐申报的“网络舆论态势感知系统”入选“2022年中国报业媒体
融合‘用得好’案例库名录”。据了解，今年“中国报业技术赋能高质量发
展创新单位”这一奖项首次出现在中国报业技术年会上，大众报业集团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成果，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单位之一。
　　近年来，大众报业集团高度重视技术在媒体融合中的引领和支撑
作用。2019年，大众报业集团重点打造“一云一库一平台”技术支撑
体系，其自主研发的“齐鲁智慧媒体云”技术支撑平台，打通了集团
建设于不同时期、不同属性媒体平台的壁垒，实现了短视频快速智能
生产，形成了“内容+后台+终端”新型传播体系。2021年，大众报业
集团创新打造的“齐鲁全媒体传播管理平台”，实现了集团稿件内容
的统一管理和多平台“一键管理”，荣获全国报业媒体融合案例创新
奖和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
　　以“齐鲁智慧媒体云”为依托，大众报业集团积极探索大数据产
业新模式，开发建设了“网络舆论态势感知系统”、“清渠”风控平
台、“央媒看山东”等大数据项目。其中，“网络舆论态势感知系
统”通过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对网络舆论态势
风险的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

大众报业集团获

全国媒体融合技术大奖

　 □ 本报记者 卢昱

　 风清露冷，桂子飘香，9月23日，秋分。
　 秋分之名源于三种现象：阴阳相半、昼夜均、寒暑平。古人
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时节中光与热的和谐，并将其列出三候：一候
雷始收声，雷因阳气盛而发声，秋分后阴气逐渐升腾，天空不再
打雷；二候蛰虫坯户，虫类受寒气驱逐，入地封塞巢穴，为冬眠
作准备；三候水始涸，春夏水涨，秋冬开始干涸。
　 人间最美是清秋。秋分时节，天气愈发凉爽。而秋季降温快
的特点，使得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显得格外紧张。
紧张之余，丰收的喜悦也扑面而来。正如《易经》中坤卦的大地
之歌，此时是“括囊”“黄裳”，将收获的果实扎进口袋里，大
地披上了金黄的衣裳。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金秋时节，五谷丰登，齐鲁大地处处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新泰2.3万亩山楂映红半边天，乐陵30万亩金
丝小枣果实挂满枝头，荣成3万亩无花果殷红的果子浑圆饱满，
沿海的渔民牧海归来、鱼虾满舱……
　　“今年雨水不错，俺家25亩丰水梨喜获丰收。你看秋分还没
到呢，俺家的梨子就收完了。这两年梨子批发价都在每斤三块五
左右，增产还增收，心里特别高兴。”9月22日，冠县兰沃乡韩
路村41岁的果农冯庆国说。
　　丰收，是对辛勤劳作最好的回馈。在山东，庆祝秋分丰收的
习俗很多，如祭月、拜神、送秋牛、吃秋菜汤、竖蛋等。而休闲
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竞相涌现，“直播带货”成为新农活，
也为秋分的仪式感添砖加瓦。对丰收的庆祝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
表达，却都有着同样丰盈与厚重的底色。

风清露冷 秋色平分

  □记 者 曹儒峰
   通讯员 董祺桉 报道
  近日，在肥城市湖屯镇采煤塌陷
地，满目葱绿，鱼翔浅底，飞鸟群
集，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采煤塌陷
地综合治理为这片曾经的“生态包
袱”注入了生机，绘就了一幅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生的绿色
画卷。

采煤地变身

绿色画卷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近日公布2023年全省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明年全省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898个，涉及居民
69.95万户、楼栋数20712个，改造面积6243.57万平方米。
　　16市中，计划改造小区数量最多的是济南，另外，青岛、潍坊、
泰安、临沂、烟台、济宁计划改造的小区数都超过300个。改造涉及
居民户数最多的是青岛，惠及137714户；其次是济南，惠及99891户；
烟台位居第三，惠及83018户。从计划改造的建筑面积看，青岛最
多，为1109.48万平方米；其次是济南，为755.91万平方米。
　　今年以来，我省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稳经济、扩消费、惠民生
的重要举措，系统谋划、创新思路、协同推进，取得积极成效。截至8月
底，全省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892个、68.02万户，按户数计占年度
目标任务的101.3%，任务量、开工量均居全国首位。
　　各地结合实际推广“完整社区”带动、区域化推进等新型改造模
式，改造标准稳步提升。全省改造提升和规整水电气热信等各类管线
184.64万米，新增地上地下停车库（位）6561个。

　　□记者 于晓波 杜辉升 通讯员　宫乐滨 报道
　　本报临沂讯　9月21日，第十一届山东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在临沂市闭幕。本届运动会，来自全省各市、省直机关16个代表团、19个
不同民族的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12个大项、56个小项的竞赛表演，共
产生一等奖64个、二等奖136个、三等奖108个、优秀奖5个。
　　本届运动会充分展示了我省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和运动水平，同
时，锻炼了队伍、发掘了人才。

第十一届山东省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