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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12日，泰安市物价局召开

会议，部署市场价格行为网格化监管，对泰城重
点区域继续开展市场价格行为集中整治活动。

整治的目标任务是落实市场价格行为网格化
监管制度，巩固去年的整治成果，监管重点区域内
所有商品服务价格及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对不明
码标价和不正当价格行为开展集中整治活动。通
过规范整治，使明码标价率达到100%，规范率不低
于80%，无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发生。

整治范围包括泰城泰山景区内及周边、高速
公路泰安段服务区内、高铁站、火车站、老汽车
站、交通宾馆汽车站内及周边经营单位、经营户
和红门路、龙潭路（部分路段）、东岳大街（部
分路段）、环山路、观光路、通天街、岱庙前后
门（包括仰圣街、岱庙北门至岱宗坊）的沿街经
营单位、经营户。以规范商品和服务的明码标价
为重点内容，指导经营者依法明码标价，把规范
放在首位。整个活动为期一个月，检查、巡查至
少完成3遍，对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达到整改要求
或不服从管理的，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按
照管辖权限分别移交市、区两级价格监督检查机
构处理，情节严重的通过媒体曝光。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郝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17日下午，泰安市泰山区

全域旅游推进大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泰
山区将打造“两横四纵”旅游发展新格局，到
2020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2500万人次。

泰山区明确将旅游产业培育成优势主导产
业，到2020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到2500万人
次，年均增长10%；实现旅游消费总额150亿元，
年均增长11 . 6%；旅游业全产业链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33%，对税收的贡献率达到36%；拉动
就业20万人。会上还提出将编制实施《泰山区全
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泰山区统一策划、统
一布局，打造“两横四纵”旅游发展新格局。两
横，即依托环山路游憩带打造高端度假、城市民
宿产品；依托大汶河湿地资源打造滨水休闲旅游
产品。四纵，即依托济泰高速沿途乡村资源打造
美丽乡村游产品；依托博阳路、明堂路景区带打
造观光体验游产品；依托泰城历史文化轴打造泰
山文化体验游产品；依托时代发展线打造旅游新
业态产品。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韩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
知》要求，自2017年4月1日起，泰安市质监局取
消和停征3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即取
消设备监理单位资格评审费，停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费（含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费，不
含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自愿委托检验费）和
计量收费。

2015年1月1日以来，泰安市质监局已先后取
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食品相关产品生
产许可证审查费、计量认证费等收费项目。此次
计量行政审批收费的全面停征，标志着质监局办
理的所有行政许可事项收费已经全部取消或停
征，实现了行政许可零收费。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于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20日，记者从交警部门获

悉，即日起，泰安城区13个路口将安装信号灯，
受此影响，局部道路将进行封闭，施工时间截至
6月15日。

这13个路口分别为：环山路红门路口、岱宗
大街迎春路口、虎山东路擂鼓石路口、迎春路东
湖路口、虎山路东湖路口、虎山路财源街路口、
财源街南关大街路口、擂鼓石大街望岳东路路
口、龙潭路迎胜东路路口、泰山大街七里桥路口、
擂鼓石大街科山路口、环山路卧龙峪路口、岱宗大
街东都宾馆南向路口。为方便市民通行、确保出行
安全，施工单位在建设期间会设置临时通道，设置
相应的警示和提醒标识。为防止出现大面积交通
拥堵，交通高峰期（6时30分至9时、11时至14
时、16时30分至18时30分）不能施工作业。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玉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4月24日，记者从泰安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积极推进“食安泰
安”建设，扎实做好省级食品安全城市、省级食
品安全先进县（市、区）创建，以打造信息透明、安
全保障的消费主渠道为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泰安市在全
市开展大中型商场超市放心肉菜公开评价工作。

对实施食品质量、自律管理和诚信经营三个
方面进行公开评价执法检查，根据依法采集各类
检查检测数据，对每个企业作出客观综合评价，并
将评价结果公开向社会发布。评价商超食品安全
管理能力，主要是对食品安全管理合规性进行检
查。评价的实施对象主体一般为从事食品销售且
单店食品经营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含1000平方
米）的大中型商场超市。

2017“春满泰安”全域旅游全媒体春季采风走进岱岳区、肥城、宁阳

泰安全域旅游展新颜

岱岳区大汶口古镇位于泰山南麓，大汶河北岸，有近400年的
历史。2012年，大汶口镇山西街村因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保存完好
而独具特色的明清建筑群落而被收入中国首批传统村落名录。村落
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却仍保留着村落独有的石板路、石头房和
亘古悠远的古镇风味。

独有的村落符号召唤了有心人。中天伟路投资有限公司慧眼识
珠，化身汶口古镇复兴计划的建设者，选择了散落在山西街和潘家
胡同里的16个院落，邀请艺术家和建筑师改造成为乡奢艺术酒店，
将现代生活的便利融入古建筑，用艺术想象力展现古建的魅力。在
这里，游客能够将自己融入到传统村落静谧而又日常的生活中，也
并不妨碍安享五星级酒店的舒适与便利。

山西街村村民张文全的老宅子，就是16个院落之一，有着400
多年历史的石头房摇身一变成为地中海风格的“香水”庭院，尽管
价格不菲，但在试营业期间每个周末都满客。今年62岁的张文全也
在旅游开发中实现了再就业，每月近2000元的收入、舒心的工作环
境，让他笑容满面：“旅游开发给我们村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他告诉记者，如今，整个西街村70多户村民全部签订搬迁协
议，今年五一前后将搬入新的回迁楼。乡奢酒店80%的员工启用的
都是古镇村民，定期开展培训，既提高了人员素质，又实现了村民
增收，“我们都为村庄的变化感到自豪，发自内心的要服务好，把
这里建设好。”

同样借着休闲游开发“火”起来的，还有道朗镇里峪村。
“2014年我是村里第一户发展农家乐的，身边好多乡亲对发展农家
乐心存疑虑，不知道能来多少游客。但我第一年就挣了六七万元，
既能顾家收入还高。2015年，乡村电视剧在我们村拍摄，演员们在
我家吃住，那一年就挣了18万元，去年也有10余万元。”在里峪村
村民王凤英家里，院落干净整洁、餐桌和客房像模像样、wifi覆盖
应用，都彰显着乡村游发展的轨迹，“乡村游发展促进了乡村变化
和老百姓素质的提升，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

渐渐地，看到王凤英的农家乐干得如火如荼，周围的乡亲们紧
随其后开起了农家乐。如今，里峪村发展农家乐18家，不仅有效提
高了农户收入，还带动了当地香椿、板栗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提升，
里峪村村集体收入也翻了好几番。

“泰山观光，岱岳休闲”是岱岳区旅游发展的定位，在乡村游
发展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该区努力破旧谋新，依托有湖有水的优
势，积极推动天颐湖、泮河公园等旅游新业态发展，加大旅游供给
侧改革力度，充分挖掘整合优势旅游资源，深度推进“旅游+”战
略，构建岱岳区发展全域旅游的新格局，实现全域旅游蓬勃发展。

◆4月19日、20日、21日，2017“春满泰安”全域旅

游全媒体春季采风活动分别走进泰安市岱岳区、肥城

市、宁阳县，记者全程记录泰安全域旅游新形象，以

第一视角体会泰安旅游发展新格局，实地了解旅游业

发展给当地群众生活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每当春风吹过，肥城市十万亩桃花盛
开，宛若云霞，绮丽绚烂；金秋时节，肥桃
成熟，飘溢的果香沁人心脾，品一口佛桃，
甘甜如饴。“肥城桃木雕刻”工艺品，带着
吉祥、平安的美好祝福走进千家万户。桃文
化造就了肥城旅游，肥城旅游又将桃文化传
播得更远。4月20日，记者走进有着“中国
佛桃之乡”“中国桃文化之乡”“中国桃木
雕刻之乡”之称的肥城市，感受到该市在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积极培育新业态，
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新变化。

旅游商品是旅游发展的重要一环，肥城
桃木则是泰安旅游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肥城市重要的旅游业态。说起肥城桃木，
不得不提程银贵。

2000年，程银贵从天津来到肥城，身为

雕刻师的他发现了软度特别适合雕刻的肥城
桃木。那时肥城的桃木大部分用来烧火，这
让程银贵觉得可惜。于是，他开始扎根肥
城，潜心打造肥城桃木雕刻商品，创办了山
东第一家桃木工艺品厂，他注册的“程木
匠”品牌开始向专业化、精细化和产业化发
展。这一举动，也让肥城旅游看到了发展之
机。

依托传承千年的桃文化，肥城市通过打
造中国桃木旅游商品城、建设中国桃文化博
物馆、桃木旅游商品一条街、举办全国桃木
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等多项举措，积极推
动桃木产业集群化发展，构建起了“一城一
街一馆一大赛一研讨会一品牌”六个一的产
业发展平台。走出了一条县级旅游商品开发
的成功之路，形成了国内旅游商品开发的

“肥城模式”。
经过10多年的产业化发展，肥城桃木旅

游商品已发展到30多个系列，4000多个品
种。肥城市内桃木生产销售企业已达到160
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全国连锁加盟企业
突破1500家。全行业销售收入达到12亿元，
占全国桃木市场80%以上的份额。

桃木雕刻在富民富财政的同时，也成为
雕刻爱好者的精神依托。核雕艺人李正勇在
2004年因意外失去右手手指，曾对生活失去
信心的他，因对桃木雕刻的痴迷，经过多年
苦练，使用左手制作核雕产品，先后获得了
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银奖和铜
奖，“获奖后，重拾了信心，减轻了家庭负
担，对我帮助很大。”他说。

肥城市以发展桃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

狠抓景区建设、乡村旅游开发、桃木产业提
升三大重点工作，如今，泰山牡丹园中牡丹
已依次盛开，700多个珍贵品种，9大色系10
大花型，为游人呈现视觉盛宴，有效弥补了
桃花花期过后的旅游市场空白；孙伯镇五埠
岭村仍然保持着600多年前的古代民居，深
巷、大院、高屋等具有北方特色的建筑风
格，“伙大门”、一路两州、手工艺制作等
特色成为该村发展乡村旅游的优势。

肥城市副市长孙琪在接受采访中表示，
下一步，肥城将开展“一对一、点对点”精
准招商，做好景区的提质升级、增强吸引
力，实现4A级景区创建新突破。以不同主
题、不同定位打造不同的乡村旅游产品。同
时加大对桃木旅游商品企业的培植力度，努
力提升桃木商品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泰安质监部门实现

行政许可零收费

大中型商场超市

放心肉菜公开评价

通过规范整治

使明码标价率达100%

泰山区打造“两横四纵”

旅游发展新格局

受信号灯施工影响

泰城13个路口局部封闭

□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郑 莉
本报通讯员 夏丽苗

岱岳区：休闲游

“唤醒”古村落

抓景区建设、乡村旅游开发和桃木产业提升三大重点工程

肥城市：文旅融合，积极培育新业态

宁阳县北依五岳之尊泰山，南临孔子故
里曲阜，西与水泊梁山相望，境内山水相
依，旅游资源丰富，磁窑镇还保留着大汶口
文化遗址，因此成就了宁阳县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浓厚的文化气息。4月21日，记者通过
实地走访，感受到宁阳旅游在打响文化牌的
基础上，多点开花。

位于宁阳县东部新区的复圣文化旅游
区，是全国首个以“复圣”颜回为主的国学
主题景区。景区以“儒家文化”为主线，通
过园内各种元素将国学文化与自然生态、人
文风情完美融合，打造成为人文宁阳的一个
新亮点，绿色宁阳的一张新名片。家住旅游
区附近的王女士表示，她是该旅游区的“常
客”，“风景好，又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
能在玩的同时陶冶情操。”

中京文化艺术旅游景区，是泰安为数不

多的全省工业旅游示范点，景区总经理张纪
军介绍说，景区于2016年开始试运营，截至
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销售景观饰
品6000余件。景区现有展览馆、雕塑家工作
室、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和雕刻、陶艺等6个
工坊，目前6个工坊全部对游客免费开放，
游客不仅可以亲自动手做雕塑，还能吃住买、
体验生态农业，是融合工业、生态农业、三产
产业为一体的工业旅游综合体验区。

坐落在堽城坝南200米处的禹王庙，被
称为汶河神庙。2000年5月被山东省建设厅、
文化厅公布为省级历史优秀建筑，2006年12
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据史料记载，该庙建立于542年前，因
为年代久远，宁阳县2015年争取资金800万
元，重新启动了禹王庙抢救修缮工程。历时
18个月，修缮了钟鼓楼、禹王殿、禹王台等

建筑，并在2016年12月通过了专家验收。新
修复的禹王庙，为宁阳旅游关键词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当前，乡村旅游发展正“火”，宁阳县也不
甘示弱，在乡村旅游发展的道路上打响文化
牌，走出了特色。宁阳县东疏镇西南部，4 . 5万
亩的东疏园林一度获得山东省旅游示范点、

“休闲旅游观光区”和山东省旅游强乡镇等荣
誉。仲春至盛夏，东疏园林花期不断，这让很
多游人慕名前来观光。东疏镇将观光理念融
入园林发展之中，构筑“归园田居，探道渊玄”
为内涵的“十八黄茂”本土文化旅游景区。

除了“农家乐”式的乡村旅游，东疏镇
以东疏园林为主体，以胡茂村为起点，沿着
园林周边村庄打造6个节点，填充旅游元
素。在胡茂村，青砖白墙的清新风格完全脱
离传统印象中乡村破败泥泞的格局，顺着乡

间小路漫步村中，真有“结庐在人境，而无
车马喧”的悠然平静。“道路平顺通畅了，
游客观赏完园林，到村里来吃饭、休闲、参
观主题展览馆，我们收入提高了，日子也过
得舒心。”胡茂村村民孙方同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为了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宁阳县积极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在葛石
镇蟠龙山后古树口处，一条投资1 . 4亿元、
长约120公里的旅游大道正在紧张施工中。
宁阳县旅游局局长朱涛表示，蟠龙山旅游大
道建设完工后，可以将宁阳6个乡镇进行串
联，极大方便经济交流和旅游发展。

宁阳县县委常委、副县长赵相鑫在接受
采访时说，宁阳县全域旅游主要依托“东山、
北水、西平原、南蟋蟀”资源优势，整合资源，
主动融入泰山、曲阜黄金旅游圈，做活“旅游
+”文章，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宁阳县：打响文化牌，亮出新特色

▲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岱岳区里峪村展现新面貌。

▲桃木工艺品成为肥城重要的旅游商品。 ▲肥城五埠岭村废弃的旧房子成了“香饽饽”。

▲宁阳县复圣公园文化气息浓郁。 ▲宁阳禹王庙面貌一新迎八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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