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日报/滨州网海南讯（记
者 韩俊亮 李振平 刘清春 张丹丹
报道）“打过海峡去，解放海南岛！”
4月27日，滨州传媒集团采访团来
到海南省临高县、澄迈县，寻访渤
海子弟兵在海南岛的红色足迹。

在海南解放公园，记者们走进
海南岛渡海战役纪念馆，详细了解
那场跨海作战的来龙去脉和渤海
子弟兵作出的贡献。展馆里珍贵
的老照片、登陆英雄船等旗帜、保
留至今的坑道战壕、海岸线上雄伟
的战士雕塑、纪念碑上密集的烈士
名字……都在诉说71年前那段激
情燃烧的故事、英雄为国献身的悲
壮。当地游客李先生说，临高角登

陆海战是一场木舟打军舰的奇迹，
也是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渡海
作战。很多解放军战士为解放海
南而英勇牺牲。他们的事迹值得
永远铭记。

在澄迈县金江镇，解放海南战
役决战胜利纪念园格外宁静，纪念
碑巍然耸立。它记录了海南战争
史上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场战
斗，史称“美亭大决战”。在这场决
战中，渤海子弟兵血洒大地，奠
定了海南岛解放战争的胜局。在
美亭一带，土壤是红色的，大地仿
佛是被烈士的鲜血永远染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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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从渤海到海南

渤海先烈英名永留海南岛
滨州传媒集团采访团走进海南解放公

园等，寻访渤海子弟兵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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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
者 报道）4月23日，山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公布首批山东省
景区化村庄名单。其中，我市
14个村庄入选。

为深入贯彻乡村振兴战
略，提升全省乡村旅游发展水
平，省文化和旅游厅根据各市
推荐申报景区化村庄名单，组
织专家评审和公示，经研究，
决定命名济南市槐荫区吴家
堡街道席家庄村等284个村
庄为山东省景区化村庄。其

中，我市14个村庄入选。分
别是滨城区里则街道西纸坊
村（国家重点村、3A景区村）、
滨城区杜店街道香坊王村、滨
城区市中街道三里村、沾化区
大高镇薛家村、邹平市西董街
道大马峪村、邹平市明集镇牛
家村、惠民县魏集镇魏集村
（4A景区村）、惠民县麻店镇
五牌村、无棣县海丰街道大齐
村、无棣县佘家镇东道口村、
无棣县海丰街道后牛村、博兴
县吕艺镇高渡村（3A 景区

村）、博兴县湖滨镇丈八佛村、
博兴县乔庄镇黄家村。

省文化和旅游厅希望各
地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乡村
振兴战略部署要求，按照“谁申
请、谁管理”的原则，切实落实
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
作用，更好地推动全省乡村旅
游健康持续发展，为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版作出应有的贡
献。

我市14个村庄入选首批
山东省景区化村庄名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
力 报道）4月28日，副省长曾赞荣
来我市调研。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积
军、省水利厅厅长刘中会、省农业农
村厅一级巡视员庄文忠参加调研；
市委书记佘春明，市委副书记、市长
宋永祥分别陪同调研。

在博兴县，曾赞荣先后到引黄
济青上节制闸、三合干渠同心支工
程、打渔张引黄灌区渠首实地查
看，详细了解各工程投资、设计水
流量、灌溉面积、管理养护等情
况。据悉，引黄济青上节制闸位
于湖滨镇寨卞村北，于1998年建
设，子槽设计流量 200 立方米/
秒，工程总投资 475 万元。该闸
兴建以来，发挥了防洪除涝的显著
作用。2019年，该闸维修工程纳入
省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总投

资230万元，计划于今年5月底前
完工。三合干渠同心支工程灌溉范
围涉及陈户镇王孟、王李等7个村
1347户4283人，设计灌溉面积0.4
万亩，工程总投资900万元，建成运
行后，将实现高效配水到田间，实现
计量到户、按方收费。打渔张引黄
灌区始建于1956年，现状设计灌溉
面积66.46万亩，是博兴县重要的农
业灌溉水渠。灌区现有引黄闸一
座，设计引水流量120立方米/秒，
干渠 9 条，总长 106.2 公里，支渠
199条，总长260公里。

曾赞荣指出，水利工程建设是
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事业，要高度
重视工程建设质量，加强管理、维
护、清淤等工作，保障用水安全，确
保“旱能浇、涝能排”，让工程更好地
惠及百姓。要积极稳妥地做好水价

综合改革工作，广泛宣传、创新做
法，加强田间计量设备配置，引导群
众节约田间灌溉用水，努力实现水
资源集约利用。

在邹平市，曾赞荣调研了该市
旱作节水技术推广项目、东蔚社区
项目，了解作物长势、技术利用、建
设进度等情况。据悉，2020年，邹
平市开展了以大田粮食作物为主
体、补充特色经济作物水肥一体
化的旱作节水技术推广项目，总
覆盖面积 2008 亩，其中，长山后
鲍村瑞风兆锋家庭大农场旱作节
水技术推广项目投资 115 万元，
占地 775 亩。项目实施后，实现
亩节水 40立方米以上、节肥 5公
斤以上、作物增产 10%以上。东
蔚社区项目共涉及长山镇东蔚
村、后蔚村 2个村331户1233人。

其中，东蔚村196户761人已经在
2010 年分批次全部入住东蔚社
区。新建的后蔚村美丽宜居乡村安
置区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
目，于去年4月份开工，共投资4251
万元，建设安置楼房5栋，目前进度
达到65%，计划明年10月达到入住
条件。

曾赞荣要求，要加强对旱作节
水技术推广项目的技术指导，努力
打造示范样板工程，推动农业高质
高效发展。要加强农业田间管理，
做好病虫害防治，确保今年夏粮丰
产丰收。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
理念，保证安置区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打造让群
众满意的百年工程。

曾赞荣还到黄河楼、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调研。臧伟陪同。

副省长曾赞荣来我市调研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马振棣 报道）4月28
日，我市召开庆“五四”各界优秀青
年座谈会，动员全市广大青年发扬
伟大“五四”精神，积极投身现代化
富强滨州建设，为实现创富图强的

“滨州梦”贡献青春力量。市委副
书记张月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人生没
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
彩。”张月波强调。他希望广大青
年，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牢青春方
向，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信
仰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奋斗精神，厚植爱党、爱
国、爱滨州的情怀；要融入发展大
局，绽放青春风采，勇于在创新创
业第一线、乡村振兴主战场、社会
服务各领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
要敏于勤学善思，打牢青春根基，
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

活方式、一种相伴终身的兴趣爱
好，学会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
学习，在工作中思考、在思考中工
作，并在实践中摸爬滚打、求得真
知；要坚持崇德尚贤，彰显青春品
格，努力争当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
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成为“城市文
明”的青春代言人。

张月波指出，全市各级团组织
要充分发挥组织青年、引导青年、
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积极帮助青
年解决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精神
文化等方面遇到的问题。要以改
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使共青
团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努力开创新时代全市共青团工作
新局面。

会上，团市委负责人汇报了近
期我市共青团工作情况，6名优秀
青年代表结合各自实际作了交流
发言。

为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
贡献青春力量
全市庆“五四”各界优秀青年座谈会召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罗
军 通讯员 韩博 周金兰 报道）4月
28日，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
办，山东省企业管理研究会、滨州
市科学技术协会、惠民县人民政府
承办的2021年泰山科技论坛——
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
惠民县举办。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药用菌
学会主席、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李玉

作报告，省科协副主席秦维强，市
委副书记张月波出席研讨会。

本次论坛以“科技创新”为主
题，旨在通过研讨交流，科学谋划
我市“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
食用菌产业发展规划，推动食用菌
产业科技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全市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各县市区相关企业参会。

2021年泰山科技论坛
——食用菌产业
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滨举办

今日导读
全文见第二版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丁春贵 隆卫 通讯员 解晓龙 蒲
怡瑄 报道）4月28日上午，“智者
智城·志在滨州”滨州城市品牌发
布会在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举
行，正式发布了滨州“智者智城·
志在滨州”城市品牌宣传口号、

“Bright People，Bright City”
英文口号、“滨州之帆”城市LO-
GO、“小虎滨滨”城市IP形象和
表情包、形象片、系列海报等全新
滨州城市品牌体系。

滨州城市品牌宣传口号——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这一宣
传口号立足滨州作为兵圣孙武故
里这一核心特质与显性标志，深
入挖掘孙子文化的内涵与精髓，
使之成为滨州文化的最深层内
核，作为滨州模式的最鲜明标识，
为滨州发展汇聚起磅礴力量。新
时代，滨州正以“智”为发展统领
和文化自信，以“志”为精神感召
和立标定向，全力打造智慧之城、
科创之城、兴业之城、未来之城。

英文口号——“Bright Peo-
ple, Bright City”。滨州，不但
拥有世界500强企业、世界级千
亿级高端产业，更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持续深耕，屡创辉煌。奋
力迈向全球的滨州，文明交流互
鉴的滨州，以“Bright People,
Bright City”作为滨州城市品牌
英文口号。Bright，寓意着光明
与聪慧，象征着活力与希望，昭示
着滨州的勃勃生机。Bright

People，意指智慧人民；Bright
City，意指光辉之城。

城 市 LOGO——“ 滨 州 之
帆”。渤海之滨的滨州依海而生，
向海而兴，拥有126.4公里海岸
线，海洋是滨州发展的后劲所在、
潜力所在、希望所在。“滨州之帆”
整体造型采用“船帆”形象，既彰
显了滨州作为滨海城市的地理区
域特征，又寓指滨州融合、创新、
超越的精神追求，契合了滨州立
大志、行大道、做大事的跨越式发
展方向。同时，将滨州首字母

“B”与“船帆”图形巧妙重构和融
合，增强了LOGO的辨识度与指
向性。LOGO的基准色彩采用
黄、绿、蓝的组合，黄色代表“黄河
文明”，寓意滨州悠久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绿色代表“生态文明”，
寓意生态滨州的跨越发展与建设

成就；蓝色代表“海洋文明”，寓意
滨州将进一步强化向海而兴的国
际化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持续增强影响力。

城市 IP 形象——小虎滨
滨。小虎滨滨取材于滨州的代表
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老虎”，经
过精心提炼与创意设计而成。它
的鼻部，是简化了的“鱼”，体现了
滨州作为黄河时代“鱼米之乡”

“生态之城”的城市特质；它的四
肢、眉毛、耳朵，分别以“海水”“祥
云”等纹饰进行点缀，直观体现了
滨州的地域特色，以及向海而生、
踏浪而行的进取精神。在“小虎
滨滨”IP形象的基础上，创造性
地融入生活和工作等多种场景，
推出“小虎滨滨”IP表情包，传递
出滨州城市和滨州人民的积极向
上、热情好客、彬彬有礼。

会上还正式发布了滨州城市
形象片、形象海报。形象片从“科
创滨州、实业滨州、智慧滨州、品
质滨州、开放滨州、生态滨州、人
文滨州、平安滨州”八个形象维度
进行了立体展示，对“智者智城·
志在滨州”滨州城市品牌名片进
行了生动诠释，让人深切地感受
到滨州历史的厚度、创新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的温度。滨州
城市品牌系列海报从“黄河文明”

“生态文明”“海洋文明”三个视角
出发，分别甄选了“黄河楼、孙子
兵法城、铝谷、渤海先研院、滨州
港、黄河、海洋、湿地”等10个滨
州地标建筑及特色景观，作为滨
州的代表性元素，彰显了黄河文
化与海洋文化在滨州发祥融汇，
象征着黄河与渤海在滨州奏响发
展乐章。 （下转第二版）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

滨州全新城市品牌体系正式亮相

滨州城市LOGO——滨州之帆

滨州城市IP形象——小虎滨滨

4 月 28 日，“智者智城·志在
滨州”滨州城市品牌正式对外发
布。这个全新的鲜明口号，将指
引滨州坚定文化自信，聚焦“七个
走在前列、八个全面开创”这一目
标定位，聚力科创这一发展的

“硬核力量”，牵引着滨州踏进“科
创新时代”，开启现代化富强滨州
建设的逐梦航程。

城市品牌是提升城市竞争力
的有效手段和战略性杠杆。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
化富强滨州新形象的强势推介之
年。近年来，滨州深化“六问八
策”，践行“七富七强”，城市面貌、
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全面起
势。这正是山东省委、省政府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走在前列、
全面开创”重要指示要求，全省奋
力实现“七个走在前列”“九个强
省突破”总体目标的一个缩影。
站在新起点,奋进新征程，滨州市
委、市政府已将滨州城市品牌提

升正式列入“83”工程，明确了滨
州独特的城市基因和价值主张。

滨州，是古老而现代的、传统
而时尚的、宜居而乐业的、稳健而
加速的。智者，兵圣孙武也；智
城，孙子之故里。一位智者，一部
兵书，绘制了滨州鲜明而独特的
文化基因图谱，成为滨州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的世界级名片。滨州
城市品牌立足滨州作为兵圣孙
武故里这一核心特质与显性标
志，深入挖掘孙子文化的内涵
与精髓，使之成为滨州文化的
最深层内核，作为滨州模式的
最鲜明标识，为滨州发展汇聚
起磅礴力量。新时代，渤海之
滨的美丽滨州正以“智”为发展
统领和文化自信，以“志”为精
神感召和立标定向，全力打造智
慧之城、科创之城、兴业之城、未
来之城。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内涵
十分丰富。其“根”是文化。数千
年来，兵圣孙武的智慧流淌在滨

州人的血脉中，传承在滨州城的
基因里，孙子所构筑的智慧体系
已成为滨州新发展、新实践的时
代标签。其“本”是产业。滨州雄
厚的产业基础，强大的实体经济，
是智者智城牢固的根本，是智者
智城雄浑的底气。在国际上有影
响力、全国有标志性的“十强”产
业是当下滨州最鲜明、最活跃的
经济标签，实业“智城”新格局正
在加速形成。其“翼”是科创。随
着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魏桥国
科研究院等一大批一流科研机构
的相继建成，滨州“五院十校N基
地”科创体系的“大拼图”已完整
合成，“智城”科创时代已全面开
启。其“基”是环境。滨州富有地
利之便，富有禀赋之优，土地资源
丰富、海岸线绵长，电力丰沛、资
源富集，优异的发展要素、鲜明的
比较优势让智者智城朝气蓬勃、
生机无限。其“魂”是开放。滨州
是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中唯一一个
有出海港口的城市，向海向洋向

未来，滨州将海洋作为未来发展
的蓝色引擎、蓝色畅想，奋力迈向
全球，不但会大力彰显孙子智慧
的独特魅力、时代创新力和全球
影响力，更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大幅提升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
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智者”孙武不仅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构成，更是世界级的文化
遗产。擦亮世界级名片的滨州，
正以她深邃的历史文脉、独特的
发展魅力，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
界人民的目光。全市上下要将

“智者智城·志在滨州”城市品牌
作为展示滨州文化、传播滨州形
象、打造滨州名片的重要载体，一
以贯之保持攻坚状态，集聚放大
突破力量，努力在现代化富强滨
州建设中“走在前列、全面开创”，
不断提升滨州的城市凝聚力、全
球竞争力、综合影响力，努力让更多
人了解滨州、走进滨州、热爱滨州、
建设滨州，携手打造更多的惊喜成
就，共同见证更多的高光时刻。

擦亮世界级名片 提升全球竞争力
本报评论员

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良好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