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聊城7月18日讯(记
者 谢晓丽 实习生 张
华) 7月16日，第三届聊城
文化惠民消费季启动仪式
在保利大剧院举行。聊城市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光辉，中共聊城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薛兆立，聊城市
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翟健，宣传部文产办负
责同志，以及省级文化惠民
消费季签约企业代表等参
加了启动仪式。

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翟健介
绍，本届聊城文化惠民消费
季以“荟文化·惠生活”为主
题，本着政府引导、整合资
源、市场运作、普惠大众的
原则，着力于推动聊城文旅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
优势，设计了六大板块：一
是艺术精品欣赏。主要是集
中组织影视剧、戏剧戏曲、
演唱会、音乐会、杂技等各
类文艺展演活动。二是新兴
时尚采撷。主要是组织知名
企业、文化创意产品展示展
销，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三是文化旅游揽胜。主
要是整合挖掘市内旅游资

源，推动文化旅游消费。四
是传统工艺体验。主要是依
托聊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
源，开展传统工艺精品展
销、非遗传习表演、传承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五是数字
文化畅享。主要是在文化电
商、网络视听、数字出版、动
漫展示等领域，推动文化资
源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生
产，实现消费。六是人文素
养提升。主要是组织文化艺
术知识讲座、美术展览、阅
读体验、休闲健身等活动，
培养群众的文化爱好和消
费习惯。

此次消费季从7月启动
至10月结束历时三个月，突
出暑期、中秋、国庆等重要
时间节点，充分整合各门类
和区域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采取“五个一、多方融合”的
运行模式，通过构建“六大
板块支撑、线上线下联动、
11县(市、区)协同推进”的文
化活动体系，实现全民共同
参与，共享文化资源，共品
文化盛宴的文化惠民新局
面。

刘光辉在致辞中提到，
本届文化惠民消费季活动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涵盖
了书报阅读、电影电视、娱
乐演艺、文化旅游、书画创
作、文化鉴赏、工艺美术、摄
影艺术等诸多门类，通过消
费季活动的广泛开展，将会
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推动聊城市文旅产
业快速发展，更好地满足广
大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
需求。

据了解，聊城市共有31
家省级签约企业，2A级以上

旅游景区12家，征集文化惠
民消费季主题活动3 0 0余
项，落实市级引导资金100
万，各县市区引导资金2 6
万。接下来聊城将开展征集
首批市级签约企业发放市
级文化惠民消费券活动，整
合社会文化和旅游资源通
过第三方平台成立文化惠
民消费联盟。充分调动广大
文旅企业的积极性，给广大
市民奉上一场文化的饕餮
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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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第三届聊城文化惠民消费季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聊城 7月 1 8日讯
(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郭春晓 李岩杰 ) 7月12
日，入伏首日，烈日当空。在
位于聊阳路聊城市农科院
食用菌研究中心，研究员曹
修才正带领着他的食用菌
创新团队忙得热火朝天。

为了丰富聊城草菇栽
培品种，筛选适宜聊城栽
培的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
草菇品种，他们引进了山

东省农科院10个草菇新品
种，并在试验棚内开展品
种对比试验，将筛选出在
发菌速度、产量、抗逆性等
方面均表现优异的品种进
行示范推广。

这支食用菌创新团队
共有1 0人组成，领队曹修
才是山东省食用菌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团队栽培与设
施岗位专家，其他工作人
员均是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学历，除了年长的曹修才，
他们平均年龄只有3 0岁，
团队充满着创新活力。

曹修才表示，团队将
紧密对接聊城食用菌发展
现状，以绿色生产和产品
深加工为重点研发方向，
发挥创新团队在科技研发
与 原 始 创 新 上 的 技 术 优
势，全方位致力于全市食
用 菌 全 产 业 链 的 科 技 发
展、科技服务、科技交流、

科技攻关、科技扶贫和新
成果、新技术的引进示范
推广，促进产品绿色化、标
准化、规模化发展。

通过本次试验，团队
成员从泡料、上料、播种、
覆 土 等 环 节 亲 自 动 手 操
作，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清
晰明白，将为聊城食用菌
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聊聊城城市市农农科科院院食食用用菌菌创创新新团团队队
试试种种优优选选草草菇菇新新品品种种

近日，久旱的莘县俎店
镇迎来了难得的降雨。这场
雨滋润了俎店镇的大地，同
时也迎来了省科技厅部分
机关处室和单位对第一书
记所驻村的贫困户、老党员
的关心和党的温暖，滋润了
民众的心田。

为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省科技厅驻厅纪检组、
社发处、软办与外事中心、
统计中心和市场与农村中
心党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以扶贫济困为主要内
容，走访慰问科技厅“第一
书记”挂职村前马屯、杨安
洲、王安洲等5个村庄贫困
家庭、老党员，同时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省医学检验临

床研究中心)开展义诊送健
康活动。

省科技厅领导实地详
细询问各村基本情况，逐户
了解贫困户情况、老党员生
活状况，同时宣讲党的扶贫
好政策，一并带去省科技厅
全体干部职工的关心温暖、
志愿捐款购买的生活用品。
老党员在艰苦岁月里的执

着追求也给大家上了一课。
同时，山大二院的专家们冒
雨开展义诊活动。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科技厅领导要求驻村第
一书记充分发挥集体智慧
和力量，与村党员干部团结
协作、齐心协力，早日实现
脱贫致富。

(孙永川)

省科技厅领导来到“第一书记”所驻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近日，东昌府区沙镇盐场小学
为即将离退休和在校支教的老师举
行了简单又温馨的欢送会。盐场中
心小学全体教职工及支教教师共60
人参加了欢送会。校长楚存侠向离
退休老师表达了感谢，对离退休老
师为学校发展付出的辛劳表示崇高
的敬意，希望离退休老师能一如既
往地关心、支持学校的改革发展并
能“常回家看看”。同时肯定赞赏来
校支教老师的工作成绩，踏实的工
作态度、乐于奉献的工作精神以及
优良的业务能力。与会领导和盐场
小学班子合影留念，欢送会在温馨
的氛围中结束！

(肖庆凯)

东昌府区沙镇盐场小学

为教师举行欢送会

6月份以来，东昌府区沙镇镇盐
场小学扎实开展了“防溺水”系列安
全教育。一是通过主题班会，向学生
讲解溺水的严重后果；二是组织各
班级学生认真观看了“防溺水”系列
安全教育视频；三是进行了一次“防
溺水”应急演练，大大提升了学生的
防溺水知识；四是通过期末家长会，
家校合体，教育警示忠告。为学生的
生命安全加上了一道防护锁；五是
为每位学生发放《致学生家长的一
封信》，确保每个学生交到家长手
中，增强家长监护意识。 (肖庆凯)

东昌府区沙镇盐场小学

扎实开展“防溺水”

系列安全教育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让学生学会感恩，东昌府区沙镇镇
盐场小学以感恩教育为切入口，开
展了“感恩教育”系列活动。一是通
过国旗下讲话，宣读《感恩教育倡议
书》，各班级全员发动。二是6月底开
展学生诵读比赛，诵读荀子的《劝学
篇》和精选《论语》片段，教育学生择
善而从，让老师、学生、家长都成为
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三是开展“感
恩”主题班会，为学生讲述感恩的内
涵，让学生牢记父母、老师等帮助过
自己的人的恩情。四是暑假期间完
成一套感恩作业。盐场小学以感恩教
育理念为背景，注重体现感恩特色，
通过系列感恩教育活动，开发了学生
心智，强化了育人功能，为学生成人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肖庆凯)

东昌府区沙镇盐场小学
开展感恩教育

挂失声明
马雁南，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201521110 371581198907270903，发
证日期：2017年11月13日，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肖太森，性别：男，出生日期：

2 0 0 9 年 3 月 9 日 ，出 生 编 号 ：
Q370105551，父亲：肖学忠，母亲：
段思敏，出生医院：聊城市东昌府
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郭智浩，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性别：男，出生日期：2007年9月
9日，编号：H371107260，签发日期：
2007年9月15日，父亲：郭学山，母
亲：张莲粉，接生机构：聊城市东昌
府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郭智瀚，出生医学证明不慎丢

失，性别：男，出生日期：2007年9月
9日，编号：H371107261，签发日期：
2007年9月15日，父亲：郭学山，母
亲：张莲粉，接生机构：聊城市东昌
府区妇幼保健院，特此声明。

为了让广大贫困群众
度过一个舒适凉爽的夏日，
近日，开发区组织开展了夏
日送凉爽的活动，全区帮包

干部为贫困户在炎炎夏日
送去了毛巾和灭蚊药剂等
物品，让广大贫困群众感受
到了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

对每位贫困群众的关心，压
实了帮包责任、提高了群众
满意度。同时，在送去清爽
的同时也为每位贫困户送

去了2019年特惠保手册，为
广大贫困群众进行了政策
宣讲。

(时书明)

开发区开展夏季送凉爽扶贫活动

近日，开发区举办全区
村级扶贫专职干部培训班，
物流园区、各乡镇(街道)149
名村扶贫专职干部参加培

训。通过培训，全区扶贫专
干提高帮扶意识和业务水
平，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和责
任心，为当好扶贫政策宣传

员、贫困户的通讯员、动态
调整的指导员、扶贫资料的
保管员、帮包干部的联络
员、资金项目的监督员这

“六大员”，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以绣花功夫推动各项扶
贫措施见到实效打下了坚
实基础。

开发区举办村级扶贫专职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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