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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假日恰逢第24届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举办，滨州市文化和
旅游局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文旅厅
关于春节假期各项工作要求，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措施严密到位，文化旅游产品供给
充足，文化旅游活动丰富多彩，各旅游景
区、公共文化场馆节日气氛喜庆祥和，文
旅市场整体秩序井然，呈现出较强的增长
态势。

经抽样调查，今年春节假日期间，滨
州市11个景区共接待游客48.4万人次，同
比去年增长81.9%，营业收入1226.9万元，
同比去年增长42.1%。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节前，市文化和旅游局召开了春节、

冬奥会期间的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对冬奥会期间的维稳工作进行了专
题部署动员，并对工作的强化落实提出了
具体要求；组织县市区开展安全生产和疫
情防控异地检查工作，共派出检查组7个、
检查人员21人，检查各类安全隐患问题
45项、疫情防控问题30项。

同时，市文化和旅游局建立领导干部
包保责任制，派出8个督导检查组，对各
县市区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
况进行督导检查。春节假日期间，全市
共出动执法人员1047人次，处置疫情防
控和安全隐患18处，对发现的上网人员
未按规定佩戴口罩、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等
问题均已整改到位；未发现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

春节期间，市文化和旅游局严格按照
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指示要求，多
手段强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文化
旅游经营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特别是做好防疫消毒、体温检测、健康
码查验、人流控制等措施；督促旅游景区
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景区入口处常设测
温检测装备，严格执行游客游玩中全程配
戴口罩，通过购买移动云业务、配备专人
检查游客健康码等措施，确保游客入园可
追溯，确保了假日期间旅游景区安全、平
稳、有序。

同时，市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微博、微
信、头条号等渠道发布春节假期旅游出行
提示、春节假期疫情防控通告，引导市民

主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市各级文
化旅游部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在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方面做好应急演练，积极应
对春节假期旅游接待工作，确保服务保障
精准到位。

节日文旅活动亮点纷呈
文化阵地作用彰显。滨州市图书馆、

文化馆、博物馆充分发挥“文化惠民新高
地 城市地标新形象”作用，在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强化通风消毒管理的基础上，推
出2022年“市民文化节”暨欢乐滨州迎春
文化荟、新春博博荟、虎虎生威·黏土老虎
制作、“网络书香·阅见美好”数字阅读推

广及“全国贺新春·春联对对碰”等系列线
上线下公共文化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节
日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
了文化惠民新成果。

主题活动精彩纷呈。春节期间，滨州
各县市区推出丰富多彩的迎新春庆祝活
动，旅游市场供需两旺。受疫情影响，城
市周边游、民俗体验游、温泉康养、短途休
闲购物游特别火爆，个性化、特色化、品质
化旅游产品受到热捧。滨州市推出了
2022 滨州首届国潮民俗文化节暨大型
花灯奇妙夜活动，杜受田故居推出“帝
师故里·穿越之旅”、新春汉服体验活
动、“拜帝师中状元”新年祈福活动，孙
子兵法城推出新春花灯游园会活动，武
定府衙引入恐龙乐园，魏氏庄园推出找

“年”及解锁古堡密码剧本杀活动，泰易
文化院举行新春灯会活动，碣石山景区
开展新年爬山登高祈福等活动……这
些创意性、体验性强的文旅活动，吸引
了大批游客参与其中。另外，迎冬奥·
庆新年剪纸展，鑫诚田园冰雪大世界，
无棣古城戏雪乐园、蝴蝶谷滑雪项目等
融合冬奥元素、冰雪元素的主题特色活
动，也带给广大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美
好体验。鑫诚田园生态旅游区举办了
第二届鑫诚田园喜乐游园会活动，游客
可以冰雪中嬉戏，还可以参与神兽大拜年
活动，喂小鹿、逗萌宠。1月31日—2月6
日，鑫诚田园生态旅游区共接待游客4.0
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比增长55.1%；营业收
入99.1万元，相比去年同比增长26.8%。

特色活动云端共享。为创新文旅产
品供给，今年春节期间，滨州市推出了虎
跃龙翔·中国虎文化百馆联展、“春光万道
虎威千山”——虎文化主题展、虎年欢乐
无极限成语闯关大挑战、云上新年游园等
系列线上活动，群众参与性、互动性极
强。“欢乐过大年·喜迎冬奥会——我们的
美好生活”2022年“黄河岸边是家乡”滨城
区市中街道“村晚”、“家乡美”博兴县兴四
村迎新春文艺演出作为2022年全国“村
晚”示范展示活动，在国家公共文化云平
台、央视频播出，展现了滨州人民群众蓬
勃向上、开拓奋进的精神面貌以及充满活
力的魅力滨州城市形象，营造了浓厚的节
日氛围。

文明旅游蔚然成风。春节期间，滨州
市旅游景区、文化场馆等文旅经营单位秩
序良好，游客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自
觉践行文明旅游，遵守社会秩序和社会公
德，爱护文旅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践行光
盘行动，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文明旅
游蔚然成风。

春节假日期间，全市文化旅游系统积
极做好旅游安全应急和投诉处置工作，严
格按照要求实行领导带班和24小值班制
度，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安全检查、信息报
送等工作，确保滨州市旅游工作联络通
畅、运转高效，切实保障了全市文化旅游
市场安定有序。截至目前，全市文化旅游
市场运行平稳、秩序井然，未发生重大旅
游投诉和旅游安全事件。

今年春节假期全市11个景区共接待游客48.4万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81.9%;营业收入1226.9万元,同比去年增长42.1%;文化旅游市场稳中有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温明华

洋湖乡庙五庄鼓子秧歌庆贺新春。 “家乡美”博兴县兴四村迎新春文艺演出。

2022年“黄河岸边是家乡”滨城区市中街道“村晚”。市民在鑫诚田园冰雪乐园感受冬日快乐。

“博物馆里过大年”成为新风尚，图为市民观看珐
琅器精品展。

“历届党委、政府始终把沾化冬
枣作为富民强区的支柱产业，接力
棒一届接着一届往下传，把沾化冬
枣发展成了群众的‘命根子’‘钱袋
子’。我们要站在对人民群众负责
的高度，加快推进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展，确保沾化冬枣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长久造福群众。”2021年6月
18日，沾化区委书记袁志勇在沾化
冬枣“品质创优、品牌引领”高端发
展论坛上坚定地表示。

2021年以来，沾化区委、区政府
高点定位，超前谋划，联合印发了
《沾化区推进冬枣产业实现赶超发
展的实施方案》，大力实施以增加

“沾冬2号”面积、增加设施栽培面积
为重点，以提高枣农收入、提高产业
效益为目标的冬枣产业“双增双提”
工程，全区新发展设施大棚面积
2.09万亩、品种改良1.03万亩，实现
枣农增收10%以上；下洼镇枣农人
均收入达到2万多元，与2019年相
比人均增收2500元以上。

构建“1+3+10+N”发
展新格局，用真金白银支
持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

沾化冬枣产业“双增双提”工程
着力构建“1+3+10+N”发展新格
局，即以下洼镇为重点，打造1处万
亩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
永馆路、滨东路、海天大道3条主干
线两侧枣园为重点，打造3条沾化冬
枣高质量发展隆起带，每个乡镇（街
道）新建或提升1处100亩以上的冬
枣现代农业示范园；全区打造10处
沾化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
推广大下洼村合作社生产模式、大
流村张亦明家庭农场模式、龙滨农
业“企业+基地”模式；打造N处沾化
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点。

沾化冬枣主产区下洼镇把冬枣
产业“双增双提”工程作为最大的政
治任务和民生工程，规划制定了

“567”冬枣产业“二次创业”发展思
路。“5”是指制定“五字”规划，按照

“点、线、片、园、区”五字发展规划，
明确发展方向，细化任务目标；“6”
是指明确“六大”目标，发展设施大
棚8000亩，嫁接沾冬2号4000亩，

实现沃土工程标准化种植5000亩，
建立出口基地3000亩，招引培育龙
头企业3家，建立10个高标准示范
园区；“7”是指强化“七项”措施，成
立专班、实行网格化管理、建立奖惩
机制、强化技术培训、做好品牌宣
传、强化销售推介、招引龙头企业。

与此同时，该区整合各类涉农
项目资金向发展冬枣产业倾斜，大
力实施政策拉动。2021年共争取
1.29亿元债券资金，专项用于冬枣
产业发展；设立了2000万元的“沾
化冬枣产业专项发展基金”，对新改
良“沾冬2号”、设施栽培的农户，每
亩给予2000—10000元补助；持续
实施沾化冬枣全额贴息“大棚贷”政
策，已发放资金7027.9万元，正在办
理贷款手续的资金5300余万元，预
计贴息1060.1万元。为加快推进万
亩沾化冬枣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
设，下洼镇制定奖励政策，按照每亩
地2.3万元的标准建设钢架大棚，农
户只需自己承担1万元。

以“设施栽培+品种改
良”为黄金搭档，为冬枣产
业提供坚强科技支撑

沾化区推进冬枣产业“双增双
提”工程的坚定决心、务实举措，像
一颗火种燃起全区上下的干劲和热
情，全区冬枣设施栽培、品种改良、
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建设全面铺
开、持续发力，尤其“设施栽培+品种
改良”被誉为黄金搭档，为冬枣产业

提升提供了坚强的科技支撑。
该区在沾化冬枣研究所打造沾

化冬枣产学研示范区，进行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研发及推广。其中，
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了冬暖式大
棚、棉被延熟棚、智能阳光温室、普
通防雨棚等示范试验棚，2021年新
发展设施大棚面积2.09万亩，总面
积达到5.1万亩，实现沾化冬枣从6
月份至11月份成熟上市，延长了货
架期，提高了沾化冬枣市场占有率；
年内改良推广“沾冬2号”1.03万亩，
总面积达3万余亩；与河北农业大学
刘孟军研发团队合作，进行新品种
研发推广，研发储备新品种5个。

按照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增
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三减三增”
标准化生产要求，沾化冬枣栽植密
度被控制在每亩56株以下，冬枣园
亩产量控制在1000公斤以下；大力
推广沃土工程、滴灌、生物防治、物
联网、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累计实
施“沃土工程”5.37万亩，全区认证
绿色食品8个。

在示范园区建设上，沾化区加
快推进新技术推广应用和老园区改
造提升，每个乡镇（街道）按照建设1
处100亩以上冬枣现代农业示范园
的要求，打造了13处规模大、标准
高、带动性强的示范园区。

同时，沾化区大力实施“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和“企业+合作
社”的运营模式，推广“统一生产指

导、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病虫防治、
统一营销分成、统一品牌宣传”和

“自主技术管理”“五统一一自主”的
管理机制，加快提高枣农组织化程
度，解决“碎片化”种植问题。目前，
已成立冬枣专业合作社740余个，
其中国家级示范合作社2个、省级示
范合作社4个、市级示范合作社9
个。

“沾化冬枣——一枣
一世界”新形象令消费者
耳目一新

2019年，沾化冬枣成功入选世
界军人运动会直供水果，荣获第二
十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2020年，沾化冬枣通过农业农村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保护；2021年，沾化冬枣以“一
枣一世界”的新形象又令广大消费
者耳目一新，创意十足的沾化冬枣
版“福枣盲盒”把“枣升职”“枣加薪”

“枣脱单”的祝福和“枣回家”“枣睡
觉”的关怀送给了千家万户。

在打响沾化冬枣品牌形象的同
时，2021年，沾化区多点发力，强化
与淘宝、天猫、京东、阿里巴巴等电
商平台的联系对接，依托全区3万家
冬枣销售电商、微商，带动形成全民
电商销冬枣的局面；建立直供粤港
澳大湾区冬枣生产基地，继续扩大
出口枣园备案登记数量，成功出口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美国等17
个国家。下洼镇与全国最大的线上
水果超市百果园、京东买菜旗舰店
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同时开发
了沾化冬枣大数据分析溯源平台。

如今，沾化冬枣产业已逐步形
成集生产、销售、研发、物流、加工、
电商和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该
区已引进培育冬枣产业龙头企业8
家，全区涉枣企业达30余家；创新
研发推出枣芽茶、枣花蜜、冻干冬
枣、冬枣饮品、枣木雕刻、冬枣彩酒
等系列产品，成为枣农增收新项目，
提升了产业综合效益。国家4A级
景区——沾化冬枣生态旅游园升级
改造，开发出采摘游、观光游以及垂
钓、儿童游等新项目，新增冬枣旅游
采摘园300处。

沾化冬枣“双增双提”工程实现枣农增收10%以上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孙文杰

2021年滨州“三农”故事之十二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杨保勇丢失房屋租赁合
同壹份，房屋租赁证明号：
2001060004，声明作废。

滨州市奋均建设工程有限
公 司 公 章 丢 失 ，章 号 ：
3723013003636，声明作废，
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阳信县鑫磊物流有限公司
鲁M4L78G挂(黄牌)车辆道

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证 号 ：
371600708844，声明作废。

阳信县鑫磊物流有限公司
鲁MW8833(黄牌)车辆道路
运 输 证 丢 失 ，证 号 ：
371600708830，声明作废。

山东省滨州市采绿大豆食
品研究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
章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0MA93198159，公
章编号：3723010001301，声
明作废，且寻回后不再使用。

清算公告
经董(理)事会决议，同意注销无棣县成才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办

学许可:137162370000489)，现已成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于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无棣县成才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1日

2月9日，无棣县观音堂村的
群众在村东排练竹马，准备欢庆
元宵佳节。

观音堂村竹马表演始于清
朝康熙年间，距今已有 350 多年
的历史,是滨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该村竹马演绎的故事，
是唐玄宗时期安禄山出兵时排
兵布阵的场景。村里竹马现有
15匹“主马”（分黑、白、红、粉、黄
等颜色），另有“趟子手”20余名。

表演时，伴随着“黑马”老鞑
子的一声令下，亲兵手持皂旗一
挥，远处的海螺号发出浑厚雄壮
的号角声，紧跟着鼓、锣、铙、钹、
小镲等伴奏一拥而上，只听见鼓
声阵阵、战马嘶鸣、人声鼎沸，各
种颜色的竹马蛇舞灵动，时而呈

“8”字形，时而变“五星”形，更兼
“单串花”、“双串花”等阵法变
幻，煞是壮观。（滨州日报/滨州网
通讯员 高士东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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