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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波湖健康彩跑、主题“春游大餐”……

济阳多元创新引领旅游新风尚
春暖花开，正是瓜果之

乡、五彩济阳的踏春游玩好时
节。济阳县旅游促进服务中心
为市民们准备了丰盛的“春游
大餐”，4月份至6月份，您可以
选择春天花事采摘游，也可以
选择休闲养生的“阳光康养度
假游”，还可以选择带着家人
带着娃，吃着美食唱着歌的亲
子“乡村记忆研学游”。

春天花事采摘游推出了
三条精品线路。游客可以上午
到胜源梨园或花海园艺赏春
季花海，到梁氏庄园品垂钓之
乐，下午到如意采摘园品樱桃
西红柿。另外，游客也可以选
择上午在回河街道吴寨村赏
牡丹盛开，下午尝仁风富硒西
瓜，领略乡村风情。此外，赏苹
果花、休闲垂钓、品农家菜、采
摘“太平宝”西瓜的乡村体验
游也是踏青、赏花、采摘的不
错选择。

阳光康养度假游则是针
对老年人和全家出行的游客
量身定做。赏着澄波湖美景，
在海棠湾温泉度假村做着
SPA，“温泉+康养”的度假模
式，别有一番滋味。

研学游为现在旅游的新
业态，济阳县推出的乡村记忆
研学游，游客可以漫步在清宁
书院，游览乡村记忆博物馆，
领略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文化。
同时，为了发展国学文化，清
宁书院还开展了剪纸、书法等
课程，文化氛围浓厚。

三大主题畅享济阳春光

□记者 高雯 刘紫薇

3月24日，“长田实业”杯2018
彩年环澄波湖健康彩跑暨济阳春
季旅游启动仪式在济南市济阳县
澄波湖风景区举行。现场鼓声雷
动，500名选手们在澄波湖畔阳光
开跑，充满活力与激情。健康彩跑
拉开了济阳春季旅游的大幕，济
阳县旅游促进服务中心现场发布
济阳“春游大餐”，4月份至6月份，
春天花事采摘游、阳光康养度假
游和乡村记忆研学游三大主题线
路，等你来畅游！

上午9点左右，济阳县济北街
道汇鑫社区威风鼓舞队的表演拉
开了活动的序幕，鼓手们的表演
铿锵有力、潇洒磅礴，选手们热身
放松、跃跃欲试准备开跑。

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
任任骁瑞，济阳县委常委、县委统
战部部长张方，济阳县政府副县
长白宝强和济南长田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勇共同按动启动球，
开启“长田实业”杯2018彩年环澄
波湖健康彩跑暨济阳春季旅游活
动。随着发令枪声一响，选手们纷
纷冲出起跑线。“15分28秒！第一
名！”28岁的济阳县小伙张雷率先
出现在终点。

“到济阳过‘彩年’为我们带
来一个精彩纷呈、盆满钵满春节，
希望此次彩跑活动能够拉开济阳
春季旅游的序幕和济南体育旅游
的精彩华章。”济南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任骁瑞说。

济阳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张方介绍，推广积极健康的生活

方式，发展体育旅游，是济阳县加
快推进旅游事业发展的又一探
索，“十三五”期间，济阳将抢抓携
河发展机遇，加快产城融合步伐，
建设济南北部新城，以全域一体
发展实现全域融入济南。

济阳县旅游促进服务中心主
任王菊介绍，“彩年”是济阳旅游
促进服务中心打造的春节品牌旅
游节事活动，涵盖了彩宴、彩摘、
彩乐、彩跑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彩
跑活动是“彩年”的收官之作，同
时也拉开了济阳春季旅游的序
幕。“今天的健康彩跑，我们通过

‘跑游’相结合这一创新性赛事，
给我们的大美济阳带来‘旅游+体
育’的品牌赛事效应，促进体育与
旅游的深度融合，让济阳旅游凸
显新作为，引领新风尚。”王菊说。

□记者 高雯

3月29日至4月30日期间，济
南市城管局联合省市新闻媒体
和有关单位，开展“随手拍”有奖
举报活动，凡是在济南市绕城高
速以内区域，发现渣土车乱倒渣
土、城市垃圾乱堆放、车窗抛洒
东西的行为，抓拍上传举报，就
能获得最高100元的现金奖励。

具体的举报和奖励内容为，
若发现大型货车在运输渣土、散
体物料过程中存在车身不洁、车
轮带泥、未蓬盖或封盖不严、撒
漏以及乱倒渣土的情况，抓拍图
像或者视频举报，经核实认定后
可以获得奖励30元/次。若发现城
区积存生活垃圾2平方米以上，
抓拍图像或者视频举报上传，经
核实认定后奖励举报人20元/处。

还有一种情况让很多市民
颇为反感，那就是车辆行驶过程
中驾驶员或者乘客向车窗外抛
洒污物，抓拍到这种情况的图片
或者视频举报上传后，一次可以
获得举报奖励 100 元。

市民可以关注“济南市城市
管理局”公众号后进行问题上
报，也可以通过下载安装“济南
全民智慧城管”APP进行上报，

还可以将图片或视频上传至邮
箱yjjb8973@163 .com，进行举报。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抓拍举
报渣土车违规运输和车窗抛物
行为的，上报的图片或者视频须
清晰显示被抓拍车辆的号牌且
须记录行为全过程。对于抓拍举
报垃圾问题，上报图片或者视频
须反映垃圾全貌及垃圾所处的
具体位置。另外，以图片形式举
报上报时需要至少2张照片，以
视频形式上报的视频时长不能
超过10秒，同时注明详细位置，
并对问题作简要描述。

济南开展城市管理“随手拍”有奖举报

举报车窗抛洒污物奖励100元

近报读者服务中心“大家庭”再壮大

300名新读者载歌载舞欢乐联谊
济南年底强制
实施垃圾分类

2018年年底前，济南市所有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车站、宾
馆、饭店等公共场所将强制实施
垃圾分类；居民区则由部分街道
办各自选两处做试点。其中单位
强制实施四分类法，居民区至少
三分类。

具体分类类别上，单位必须
实施四色分类，即危险垃圾、易
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
而在试点片区和试点社区，有条
件的可以实施四分类法，没条件
的可实施三分类法。所谓有条
件，是根据易腐垃圾是否可就地
处理这一项来区分，如果分出来
的易腐垃圾可实现就地处理，就
实施四分类。 据中国山东网

●清明节、劳动节假期

小型客车通行全免费

27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发布信息，提前部署清明节
和劳动节期间小型客车的免
费通行工作。4月5日0时至7日
24时和4月29日0时至5月1日24
时，两节日假期内，全省所有
收费公路免征小型客车通行
费，机场高速、收费桥梁和隧
道等也包含在内。

记者 郝小庆

●济南东部最大

旧货市场搬迁

近日，济南姚家旧货市
场门口贴出搬迁通知，多数
商家搬迁至祝甸，少部分商
户选择就近搬迁。这处济南
东部最大的旧物资调剂市场
经过了 20 多年的风雨后即将
散场。据了解，这一片区将用
来建设村民保障房和安置
房，不会建设商业综合体。

据齐鲁壹点

●山东食药开展宣传语

有奖征集活动

山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
公室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食
安山东”品牌宣传语活动。投
稿需登录济南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官网，下载填写《“食
安山东”品牌宣传语作品登
记表》后按规定进行报送。一
等奖 1 名，奖金 10000 元；二
等奖 2 名，奖金 2000 元；三等
奖 3 名，奖金 1000 元；优秀奖
20 名。活动截止日期为 4 月
30 日。 记者 刘一梦

●青岛新护理保险制度

4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4月1日，青岛市“全人全
责”新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将正式实施，近日青岛市人
社局推出了相关配套文件，
对参保人的待遇资格、申请
条件、待遇标准、服务形式、
办理流程及结算管理等内容
进行了明确。

完全失能人员和重度失
智人员在进行照护需求等级
评估后可享受护理保险待
遇，保险资金中，医保基金占
65 . 9%，个人缴费占24 . 01%，财
政补贴约10%。

据青岛新闻网

□记者 高雯

近日，中广乐好365近报读者
服务中心举行新读者联谊会，300
余名新读者们欢聚在一起，广场
舞、男女声独唱、乐器演奏等读者
们自编自排的节目轮番上演。读
者服务中心蔡主任为每位新读者
颁发了正式的读者证并配发读者
福利。

济南舜玉小区的张秀珍说，加
入近报读者服务中心“大家庭”后，
生活不再单调，心情越来越畅快。

“这次共有300多位新读者加
入了我们服务中心。”中广乐好
365近报读者服务中心蔡主任为

新读者们颁发了正式的读者证，
同时为每位新读者朋友配发新读
者福利。他介绍，近报读者服务中
心的读者朋友可以享受众多福
利，比如，可以免费领取三个月也
就是12期的近报报纸；可以到服
务中心参加平价团购活动，很多
商品比超市还便宜很多，方便了
读者日常生活需要。

此外，读者服务中心会定期
开展平价近郊旅游远郊游活动，
还经常组织歌舞绘画书法比赛等
活动，真正做到让读者朋友老有
所乐，老有所为！“我们努力让近
报读者服务中心真正成为读者朋
友们的快乐之家，幸福之家！”

济济阳阳澄澄波波湖湖健健康康彩彩跑跑活活动动正正式式开开始始。。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联联谊谊活活动动现现场场很很热热闹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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