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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 1月 5日，《委员关
注》栏目在市电视台开播以来，始终
秉承传递政情、反映民意的宗旨，聚
焦民生实事热点，为破解民生难题
积极建言献策。4年48期栏目，48
个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百
姓生产生活的热点问题，在政协委员
和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件件有落
实、事事有回音，真正搭建了一个以
政协委员为主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并表达意愿的协商议政新平台。

回首奋进路，整装再前行。本
期《委员关注》以盘点的形式，回顾
过去4年聚焦的部分重要社会民生
话题，见证热点问题监督落实中的
政协智慧和政协力量。

第23期主题：
《萌犬固可爱 豢养需文明》
播出后成效：

出台《滨州市城市养犬
管理办法》，文明养犬理念
深入人心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
关情。《委员关注》栏目不仅关注经
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课题，也关心关
注群众的柴米油盐。“群众关心的就
是委员关注的。”市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周红说，选择
主题时，《滨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刚刚出台，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通过广泛征集社情民意，了解到“文
明养犬”是当时市民反响比较强烈
的话题。此时正值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时期，节目播出后，我市相继发布
了有关公告，研究出台了《滨州市城
市养犬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现如
今文明养犬理念已深入人心。

市政协委员、山东德衡滨州律
师事务所主任韩晓峰参与了这期栏
目的录制。谈到栏目播出后取得的
效果，他认为，促进了《滨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的实施，以及《养犬
管理办法》的出台，加强了滨州的地
方立法行为。2021年1月1日将要
施行的《民法典》，也规定了养犬人
应该承担的责任、后果以及应该遵
守的规则。从这一角度来说，《委员
关注》栏目实际上是比较超前的，及
早提出社会热点问题，让大家共同
关注，随后形成相关法律法规。这
种形式不仅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而且拉近了群众与委员的距离。

第32期主题：
《孙子文化进校园》

播出后成效：
孙子文化进校园工作扎

实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传承并被赋予了时代精神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滨
州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孕
育诞生出著名军事家孙子及《孙子
兵法》，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
就的世界级文化品牌。在委员们的
建言献策下，孙子文化进校园工作
扎实推进，滨州优秀传统文化得到

传承，并被赋予了时代精神，在实现
文化自信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据当时参与节目录制的市政协
常委、市卫健委副主任杜长亮了解，
目前很多中小学已经开设了孙子文
化课程，孙子文化作为一个世界级
优秀传统文化品牌，已经深深植根
于滨州大地。今年以来，我市又提
出打造“智者智城”城市文化品牌。
对此，滨州市孙子研究会秘书处秘
书长刘福英认为，“孙子故里、智者
智城”作为滨州的城市特色、文化特
色，要想宣传好、推广好、打造好，首
先要在青少年、中小学生中大力推
广和普及，“孙子文化进校园”就是

重要的手段和载体。

第37期主题：
《我们离创新型城市还有多远》
播出后成效：

奋力打造“双型”城市，推
动富强滨州建设整体成势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
革创新者胜。目前，滨州正在坚定
不移推进建设产教融合型、实业创
新型“双型”城市。“打造‘双型’城
市，人才是关键。”市政协常委、滨州
学院飞行学院院长杜玉杰说，委员
嘉宾和市民代表在主持人的引导
下，围绕“我们离创新型城市还有多

远”主题出实招、谋良策，助力我市
打造招才引智新高地。节目播出不
久，滨州出台了“2020版人才新政”，
无论是政策的高度、优待的程度，还
是落实的力度都是空前的。我市还
举办了首届滨州人才节，成立了滨
州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让更
多的人才选择滨州、留在滨州。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学
森说，建设“双型”城市是推动富强
滨州建设整体成势的关键一招，与
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高度契合、互
为支撑。自第37期《委员关注》播出
以来，我市的创新氛围愈发浓厚，承
载主体日渐丰富，创新指标再攀新
高，支持政策更加有力。一个充满
创新活力的城市，必定是科技人才
青睐的城市。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赋
能“双型”城市建设，还是“双型”城
市支撑创新型城市建设，市科技局
都将强化创新责任，坚定创新自信，
全力助推“五院十校N基地”创新体
系完善，为富强滨州尤其是“双型”
城市建设提供更多的科技支撑作出
更大贡献。

第48期主题：
《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富强滨州》
播出后成效：

出台全省首部优化营
商环境管理办法，倾力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
商环境是城市发展基石，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既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必
然要求，也是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优
势的迫切需要。第 48期《委员关

注》播出后，我市相继印发相关通知
要求，并出台了全省首部市级优化
营商环境管理办法，倾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市政协委员、山东齐星
铁塔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光说，通过
这期栏目，委员亮了形象、提了建
议，同时也深刻体会到委员身上的
责任与压力，只有深入调研，准确掌
握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才能提出高质
量的意见建议。

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建设科
科长杨正伟说，栏目播出后，市营商
环境建设监督局高度重视，立即行
动，从全市角度出发，以市委、市政
府的名义制定出台了《滨州市持续
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聚
焦流程再造，简化办事流程；聚焦网
上办事，推进一网通办；聚焦信息共
享，推动数聚赋能；聚焦简政放权，推
行就近办事；聚焦政策落实，助力企业
发展，全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
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便捷高效的
政务环境、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

守正出新，敦行致远。四年来，
《委员关注》栏目与广大政协委员一
起，坚守人民政协的初心使命，彰显
政协担当作为，凝聚起了走在前列、
滨州担当的强大力量。《人民日报》
以《“胡椒”入味 飘香滨州》为题进行
了专题报道，新华社、《人民政协报》
等主流媒体也对滨州政协工作进行
了宣传报道。

扬帆起航正当时，重整行装再
出发。《委员关注》栏目将以全新的
面貌，与广大政协委员携手并肩，再
次踏上调研、协商、议政、监督的道
路，为助推滨州“强起来”精准建言，
为助力百姓“富起来”温暖发声。

《委员关注》树品牌 政协工作添活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隆卫 通讯员 孙丽娜 张传忠

滨州三项文旅商品在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斩获金奖铜奖滨州三项文旅商品在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斩获金奖铜奖

我市高标准建成市政务服务中心，倾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资料图） 孙子文化深深植根于滨州大地，博大精深、享誉中外的兵家智慧得到传承（资料图） 文明养犬理念已深入人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温明华 报道）11月8日，2020
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义乌国
际博览中心举行。山东推送的文旅商
品获得两金四铜的好成绩，金奖总数与
浙江、陕西两省并列全国第一。在山东
省六项获奖作品中，滨州有三项：十二生
肖防护小雨衣作品获金奖，3D蜂巢释压
枕、盐瓷系列产品两项作品获铜奖。

此次大赛旨在为广大旅游者推荐
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健康生活文化创
意日用旅游商品，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48套3623件作品参赛，经初评、复评、
终评，共评选出获奖旅游商品105套，
其中金奖15套、银奖30套、铜奖60套。

本届大赛以健康为功能主题，引导
文化旅游商品企业开发符合市场需求、
贴近人民生活、创意设计独特的文化旅
游商品。同时，新型合金材料、新型环
保材料、新型高分子材料等在文化旅游
商品上的巧妙使用，使商品功能多样、
安全健康。此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
品与装备分会副会长陈斌介绍，除了契
合健康这一主题，大赛还展示了一批将
特色物产资源、特色工艺与科技相结合
的文旅产品，既展现了创新性，也为产
品赋予了更多现代气息，体现了绿色环
保理念。

本届大赛中，山东推送的文化旅游
商品十二生肖防护小雨衣、九阳生活旅
游套装两项作品获得金奖，3D蜂巢释
压枕、盐瓷系列产品、桃木益智玩具
——十二生肖、铜艺音乐香薰系列四项
作品获得铜奖。十二生肖防护小雨衣、
3D蜂巢释压枕等滨州文旅商品包含科
技防护、智能生活等设计，充分体现了
健康、智慧的旅游新理念。

滨州三项获奖文旅商品简介：

1、十二生肖防护小雨衣（愉悦家纺
有限公司）

相比普通类型的雨衣，此款雨衣在
便携基础上，还具有亲肤、健康、防护功
能，这也是该款产品能够获得大赛金奖
的重要原因。

该产品设计师、愉悦家纺CBS商品
公司产品经理张明月介绍，一件旅游产
品被大众所接受，一定要具备美观、便
携、实用、有卖点等特点。区别于市面
上的儿童雨衣，十二生肖防护小雨衣采
用最新TPU材质，不仅柔软舒适且韧性

好、耐撕拉；产品仅260g左右，折叠后
放进书包零压力；帽檐为充气帽檐，防
止雨水拍打儿童脸部；背部反光条设
计，给孩子更安全的防护；十二生肖原
创花型，图案花型版权可追溯。

2、3D 蜂巢释压枕（愉悦家纺有限
公司）

该款枕头有1330个透气网格，透
气微凉，1330个镂空三角形，均匀释
压，1330个镂空三角形网格，上下双层
结构，无任何填充材质。透气微凉，脖
颈不出汗，更干爽。躺下时，能让头颈
部均匀释压，舒缓放松。

高度曲线设计，两端高度有细微差
别，低侧为8.5cm，高侧为10cm，避免
加重颈椎负担或头部充血，贴合承托不
同睡姿。镂空结构遏制蝎虫生长繁殖，
清除蜡虫无压力。TPE材质不在蝎虫
可食范围内，蝎虫无法依附生存。全身
皆可无限次水洗，手动除螨更放心。一
体成型零添加，安全守护睡眠，网格一
体成型，无硫化无异味，零添加剂催化
剂。3.2kg重量，稳固睡眠不怕。

3、盐瓷系列产品（山东鲁杨盐瓷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盐瓷，又称“龙沙艺术”，以盐
为质、以瓷为体，浓缩盐文化、瓷文化、

书画文化的精髓，融汇盐的纯朴、瓷的
精美、书画的典雅。山东是我国产盐第
一大省，滨州是山东省第二大产盐区。
为了实现盐的深度开发，山东鲁杨盐瓷
科技有限公司从环保、绿色的角度出
发，通过新的生产技术和流程将陶瓷生
产工艺和盐的生产有机结合起来，成就
了当今的盐瓷艺术品。

此次获奖的盐瓷系列产品是由山

东鲁杨盐瓷科技有限公司历经五年精
心研制而成，有中国红、书画等元素，典
雅十足。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盐瓷实
现了从盐到瓷、从瓷到艺的嬗变，盐被
赋予了无限的艺术魅力，是中国文化创
新成果新秀，也为盐产业带来了崭新生
机活力，为我国千百年来的瓷器系列宝
库增添了新的品牌成员。

渤海先进技术研究院投用，滨州迎来科创高光时刻（资料图）

2020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活动现场

我市参赛企业代表上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