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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市水集街道乡村休闲旅游撬动“美丽经济”

升和景观打造，
建设郊野公园。将茂芝场现代农业产
业园、
海利尔生态采摘园、
特色大叶蛋白菊观赏采摘
产业园进行有机结合，
打造乡村旅游采摘精品线路。
水集街道围绕产芝进士文化、历史民俗、传统
技艺等文化资源，依托丰富有效的载体，修复两座
进士府，通过研学、旅游宣传等方式讲好进士文化；
投资建设王逊美术馆、胶东民俗博物馆、刘饶民纪
念馆、刘春山纪念馆、知青文化馆及传统技艺馆，保
护和传承优秀的乡贤文化；在产芝老家服务中心东
开发“非遗一条街”，为入驻的莱西非遗传承人提供
对外开放场所，包括产芝村的非遗项目“马氏巧饼”
“产芝贡鹅”
“董氏泥塑”等。

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

发展乡村
旅 游 是推进乡
村振兴的一条
重要路径。近
年来，莱西市水
集街道紧扣“生
态之城”
主题，
深化拓展
“莱西经验”
，
大力实施
“景区
精品化、
产旅一体化、
业态多样化”
战略，
把发展乡村
旅游作为特色发展的实体、富民强村的母体、群众
增收的载体，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的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之路。2021 年，片区共接待
游客 40 余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20 余万元。

打响乡村旅游“品牌”

做足“旅游＋”文章
产芝自然村发展乡村旅游、水库鱼馆、乡村民
宿，实现传统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完善结合；水集街
道党工委充分发挥“龙头”作用，深入研究各村经
济基础、资源优势、地理位置等因素，按照“因地制
宜、
合理布局、
突出特色”
的原则，
实施
“旅游+”
计划，
把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与村庄建设、
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
农民增收致富等有机结合起来。成功打造茂芝
场高效农业产业园、产芝湖片区乡村旅游示范点。
产芝湖新村被中央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
“第六
届全国文明村镇”，产芝村被先后授予“山东省生
态文明村”
“山东省旅游特色村”等荣誉称号。
“在村里承包葡萄大棚卖葡萄、搞采摘，每个
棚年收入近 10 万元，
工作不重，
离家还近，
既照顾了
孩子上学，
又顾得上家里老人，
乡下生活质量都赶上

游客在仙足山风景区享采摘乐趣
游客在仙足山风景区享采摘乐趣。
。
城里了！
”
正在忙碌的茂芝场自然村葡萄种植户姜术茂说。

向“生态”
“人文”要效益
“让乡村旅游成为农民增收的‘敲门砖’，让美丽生态成
为游客接踵而至的‘吸引石’。”街道以产芝湖为中心，以大
沽河、长广河为发展轴，整合自然资源，通过改造“一河”建
设长广河带状公园、优化“一山”建设青岛仙足山郊野公园、
美化“一带”建设大沽河休闲产业示范带，着力加强仙足山
和产芝乡村民俗文旅区建设。
水集街道打造特色水上游览线，
建设集水源涵养、
生态
宜居、
郊野游赏、
文化传承于一体的长广河带状公园。以
“国
有公司+集体土地入股”
的形式，
对仙足山进行高标准建设提

集中销毁过期药品 39.1 吨

取钞难女子求帮忙
消防员破拆储钱罐

全市 1466 家药店承担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工作
本报 8 月 5 日讯 近期，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家庭过期药品集中销毁活动，共
销毁回收家庭过期药品 39.1 吨。据了解，自 2014 年
以来，青岛市已经连续开展 10 次家庭过期药品集中
销毁活动，共销毁回收过期药品 183.6 吨。
家庭过期药品集中销毁行动，得到广大药品连

锁企业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对全市家庭用药安
全及药品市场进一步规范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 1466 家药店承担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活动，市民可以通过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查询各区市就近的过期药品回收药店。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薛飞）

超标排放、不登记喷码 罚！
崂山打出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组合拳
本报 8 月 5 日讯 作为 大 气 环 境 质 量 保 障 的 重 要 环 节 ，今
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高度重视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
防治，综合运用法律、技术、考核等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指导
帮扶，打出监管组合拳。
截至目前，该局会同住建、交通、城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
非道路移动机械联合执法检查 10 余次，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 281
台，检查数量为去年同期的 5.4 倍；对其中 69 台设备开展排气检
测，发现超标排放 4 台，未环保登记喷码或错误喷码设备 20 余台，
目前均已完成整改，并依法立案处罚，共计罚款 2 万元。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通讯员 叶庆春）

网游未严管 罚款 10 万元
岛城查处全省首例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案
本报 8 月 5 日讯 日前，青岛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局成功查办一起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案
件，依法对青岛某网络有限公司作出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处罚款人民币 10 万元，并对涉案游戏的主
管人员处罚款人民币 1 万元的行政处罚。这是自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后，
山东省查办的首例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案件。
今年 6 月，青岛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
在网络巡查中发现两款名为
“某某魔法世界”和“某某
考古发现中国”的网络游戏 APP 向公众提供网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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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未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
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随即对该线索进行
立案调查。
经 查 ，该 两 款 网 络 游 戏 APP 由 青 岛 某网络有
限公司研发，并在安卓市场、苹果市场上传。青岛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依法给予该网络有
限公司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罚款人民币 10 万元，
并对涉案游戏的主管人员处罚款人民币 1 万元的行
政处罚。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明天
多云 28℃～32℃
多云 28℃～35℃
多云 28℃～36℃
多云 28℃～32℃
雷阵雨转多云 27℃～34℃
雷阵雨转多云 27℃～36℃

水集街道以市场为主体，按照“运营公司+旅
行社+合作社”的模式，开发了形式多样、独具特
色、个性突出的“马氏巧饼”
“产芝贡鹅”
“产芝大馒
头”
等产品，
打响
“产芝老家”
乡村旅游品牌。通过组
织研学、
举办莱西湖秋捕节、
非遗大集、
产芝文化艺术节、
农民丰收节、
文化旅游节、
漫游产芝露营节、
骑行比赛、
健
步行、
儿童话剧等一系列节庆及活动，
打造
“漫悠产芝，
乐
在莱西”
文旅招牌。将传统农业与农产品深加工、
农艺体
验、
康养旅游相融合，
如将仙足山的天然桑叶烘干制茶，
推
出景区品牌——
“仙足山桑叶茶”
，
桑葚汁还用作产芝非
遗
“马氏巧饼”
中紫色巧饼的原材料。重点抓好农产
品
“三品一标”
品牌建设，
完成海利尔生态采摘园区苹
果、梨、桃、葡萄 4 个绿色食品认证，
形成一批特色突
出、
质量高端、带动能力强的农产品品牌体系。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程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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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5
日讯 5 日中午 12
时 50 分 ，一 名 女
子抱着一个铁盒
来到黄岛区消防
救援大队海王路
消防救援站求
助。铁盒是一个
储钱罐，但因为没
5000 多元现金被取出
多元现金被取出。
。
有取钞口，现金只
能进、不能出，想
要将里面的钱取出来只能进行破拆。
消防救援人员发现，储钱罐通体由不锈钢材质制
作，
只有一条细窄的小口用来投入钱币。为了避免造成
里面的纸币破损，
消防救援人员在征得女子同意后，
尝试
使用无齿锯进行破拆作业，
由于铁盒坚硬厚实，
切割效果
并不好，
且摩擦造成的高温和火花有引燃纸币的风险。
消防救援人员改变破拆方案，
选择利用液压扩张钳对
储钱罐的开口处进行扩张。在消防救援人员的努力下，
储
钱罐被完全打开，
经清点整理钞票有5000多元。
（观海新闻/
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高偲喆 李清浩）

食堂女工手被挤住
消防员破拆轧面机
本报 8 月 5
日讯 4 日清晨
5 时 许 ，崂 山 区
科苑纬三路一
单位内，食堂的
一名女工被轧
面机挤手，株洲
路消防救援站
消防救援人员在破拆轧面机。
消防救援人员在破拆轧面机
。
立刻出动救援。
据悉，这名员工在制作馒头时右手伸进轧面机后
被挤住。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对当事人进行安抚，随后
使用螺丝刀对被挤压部位旁边进行撬动，使手部留有
更多的空间。消防救援人员将轧面机外壳进行拆卸，
随后松动轴承齿轮。经过 10 分钟紧张救援，伤者获
救，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孙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