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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静 李声晨 刘伟 报道
9 月 17 至 19 日袁2018 年第十四届中国渊梁山冤专用汽车展览会将在梁山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遥 本届展览会以野创新尧创造尧创品牌冶为主题袁旨在依托梁山专用汽车产业
基地袁以国内品牌企业为主袁引进国际品牌企业参展袁打造专业化尧品牌化尧国际化的
全国最大专用汽车展览会遥
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坚持野工业立县尧产业富县尧科技兴县冶不动摇袁认真落实山
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袁 围绕 野创新尧 创造尧 创品牌冶袁 以 野专尧 精尧 特尧
新冶 为主线袁 全力推动专用汽车产业向专业化尧 品牌化尧 国际化发展袁 引导领军企
业顺势而起尧 奋力而为袁 现已形成了集研发尧 生产尧 检测尧 销售尧 物流配送及二手
车交易为一体的产业集群袁 成为全国最大的专用汽车产业集群之一遥 我县被命名为
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尧 中国二手商用车交易基地尧 山东省首批专用汽车产业集
群尧 山东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尧 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创建试点示范单位尧
国家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建设单位尧 国家火炬专用车特色产业基地尧 省级出口专用车
及零部件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遥
借力野一带一路冶袁在野走出去冶和野引进来冶中构建双核驱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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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四届中国（梁山）专用汽车展览会将在梁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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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专用汽车产业在提升国内市场的同时袁积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遥 充分利
用野一带一路冶国家战略行动所带来的巨大机遇袁坚持野走出去冶的长期战略袁破题野梁
山专用车冶高端发展袁构建双核驱动新格局遥 我县现有 70 余家企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袁出口美国尧俄罗斯尧澳大利亚尧蒙古尧中东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遥 2017 年 9 月山东
检验检疫局批准梁山为省级出口专用车及零部件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遥 在今年 9 月
即将举办的德国汉诺威车展上袁将继续组织杨嘉汽车尧飞驰汽车尧巨源科技尧水泊焊
割尧太岳板簧尧神力刹车片尧赛强机械等公司协产品组团参加袁进一步拓宽国内外市
场遥 县委尧县政府先后投入 10 亿元袁规划建设了 50 平方公里的专用汽车产业园袁出台
了鼓励企业入园经营的优惠政策袁吸引企业进区入园集聚发展遥 一汽尧东风尧重汽尧陕
汽等国内各卡车生产企业袁相继在我县设立办事处尧代理公司尧4S 店尧中转库袁年销售
卡车近万辆遥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袁推动专用汽车产业提档升级
县委尧县政府高度重视专用汽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工作袁印发了以专用汽车产业
为重点的叶2018 年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攻坚实施方案曳尧叶梁山县加快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总体方案曳袁科学推动专用汽车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袁努力催生一批新技
术尧新产业尧新业态尧新模式袁大力实现产业智慧化尧智慧产业化尧产业融合化及野梁山

造冶品牌的高端化袁打造新旧动能双引擎遥 在整车方面袁大力推广智能化尧轻量化尧新能
源技术袁做专做精传统运输类半挂车袁在新型厢式车尧快递物流车尧冷藏车等运输类专
用车方面实现新发展袁在市政环卫类尧工程救援类尧特种作业类尧房车类等特种车方面
实现新突破遥 推动通亚新厂区打造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样板袁助推盛润智能化罐车生
产线项目加快建设遥 全面深化与新能源主机厂的合作袁在新能源专用车方面实现新突
破曰在零部件方面袁依托产业优势袁招商引进高端配件项目遥 规划建设零部件产业园
区袁规范配件产业尧助力高端配件孵化尧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遥 培育太岳弹簧尧康健制动
等隐形冠军企业遥 推动金盛车桥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尧正阳科技铸造产业园等项目加快
建设遥 重点培养神力刹车尧丰奥车桥尧江铃华岳尧博通铝业等企业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
和创新能力袁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曰在高端装备方面袁依托水泊焊割等企业袁加快推动
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尧 积极开发焊接机器人尧 切割机器人等智能生产项目袁 推动水泊
焊割打造自动化尧 智能化生产线示范企业遥 引进关键技术与核心部件袁 提高综合集
成水平袁 提高产业装备水平曰 在商用二手车方面袁 依托华通公司规划建设商用汽车
循环经济园袁 加强与一汽尧 东风尧 重汽尧 陕汽等重卡企业合作袁 加快产业融合袁 在
二手车检测尧 交易尧 置换尧 金融等业务稳步提升遥 创建品牌知名度尧 售后服务体
系袁 二手车年交易规模稳步提升遥 发布商用车残值率 野梁山指数冶袁 提升在商用二
手车行业影响力遥 （下转 3 版 A）

近日袁 县委书记贾治阜一行调度车展会
和水浒文化旅游节筹备工作遥
县领导一行先后到水浒文化广场尧 南环
路口尧 解放路口尧 会展中心现场查看筹备情
况袁分别听取了野一节一会冶筹委会关于筹备
工作汇报遥
县委书记贾治阜指出袁野一节一会冶 各项
准备工作进入关键时刻遥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举办节会的初心不变袁下定决心做平台尧造影
响尧树形象尧创品牌遥 要坚持高境界尧高标准袁
向国际高端展会看齐袁树立国际化特色尧国家
级气派袁通过打造高水平的节会平台袁促进产
业发展曰要瞄准野高尧新尧特尧外冶袁加大招展力
度袁瞄准高端产品尧前沿最新技术尧特殊装备
产品以及能够引领发展方向的国外产品袁下
决心以优惠的条件袁吸引大企业尧知名品牌来
梁参展袁提高展会水平档次遥

第十四届中国（梁山）专用汽车展览会临近开幕，我县各专用汽车展商已整装待发，纷纷进入备展工作当中。与此同时，国内外客商订单供不应求，
异
常火热。图为参展企业一角。
（通讯员 荣斌 摄）

贾治阜强调袁本届展会要突出体现野外向
度冶和野数字化冶袁车展会筹委会要尽快牵头做
出研究袁广招客商朋友袁持续扩大梁山专用汽
车影响力袁全力做好展会氛围营造遥 要搞好企
业环境袁驻地企业内部卫生要打扫干净袁现场
管理要整治尧规范尧提升袁院里院外要搞好宣
传尧营造氛围遥 要搞好园区环境袁清理杂草枯
树尧修剪绿被尧打扫卫生袁野干干净净冶野漂漂亮
亮冶迎接节会曰接待服务分工要明确尧责任要清
楚袁实行野一对一冶精准接待服务袁做到热情周
到遥 要严格周密地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袁聚焦现
场袁保秩序尧保安全袁确保万无一失遥要保顺畅袁
做到各项程序运转顺畅尧 各条道路通行顺畅尧
各项活动进展顺畅遥
县领导侯典峰尧秦延信尧李保江尧李士兵尧
李勇尧闫长虹参加活动并提出意见建议曰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发言遥 （县电视台供稿）

荫9 月 12 日袁县委书记贾治阜带队督导创城工作袁副县长孙颖参加督导遥 (高健)
荫9 月 11 日袁全县创卫攻坚工作会议召开袁县领导侯典峰尧钟秀芳尧孙颖参加遥
（刘伟）
荫9 月 12 日袁我县召开全县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袁县领导侯典峰尧李保
江参加遥 （刘伟）
荫9 月 11 日袁县领导侯典峰实地督导野小散乱污冶企业治理工作遥 （刘伟）
荫9 月 11 日袁 我县在县委一会议室召开县直机关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袁县
领导王建参加遥 （翟英博）

大型主题晚会
通讯员 刘继华 刘静 张瑞振 报道
第十届中国 渊梁山冤 水浒文化旅游节大型主题晚会将于 9
月 16 日晚在梁山水浒文化广场隆重举行袁 为来自五湖四海的
宾朋奉献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遥
作为水浒文化的发源地袁 讲好水浒故事袁 传播正能量袁
梁山责无旁贷遥 办好今年的水浒文化旅游节袁 对于宣传推介
梁山尧 弘扬水浒文化尧 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袁 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遥 本届水浒文化旅游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以
野弘扬水浒文化袁 打造忠义文化示范区冶 为宗旨袁 以 野忠义仁

孝 诚信友爱冶 为主题袁 以说忠义尧 倡仁孝尧 讲诚信尧 树友爱
为主线袁 坚持 野旅游+冶 的发展思路袁 通过举办水浒文化旅游
节系列活动袁 充分展示梁山的政治尧 经济尧 文化尧 社会尧 生态
文明等方面的发展成果袁 全方位多角度对外宣传推介梁山旅
游袁 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梁观光旅游袁 促进梁山旅游事业快速发
展遥
本届水浒文化旅游节袁 由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尧 济宁市旅
游行业协会主办袁 梁山县旅游总公司尧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
道尧 山东金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袁 已于 7 月 9 拉开序幕袁
到 9 月 17 日结束袁 历时两个多月遥 相继举办了 野寻梦梁山武

术达人秀冶尧 野美食民俗文化节冶尧 野消夏音乐节冶尧 野水浒文 让游客体验到美酒与美食袁热舞与音乐带来的奔放与激情袁也为
化高峰论坛冶 等主题活动袁 品水浒尧 听水浒尧 论水浒袁 活动精 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消夏娱乐的舞台遥 7 月 21 日要9 月 17 日在贾
彩纷呈遥 7 月 21 日袁 在梁山风景区梁山寨门西广场举办了第 堌堆农家寨风景区举办第十届中国渊梁山冤水浒文化节贾堌堆农
十届中国 渊梁山冤 水浒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暨启动仪式遥
家寨消夏美食民俗文化节遥举办消夏美食啤酒节尧儿童欢乐嘉年
7 月 9 日要8 月下旬举办了第十届中国渊梁山冤水浒文化旅 华尧非遗民俗文化大展演尧传统大戏天天唱尧电影播放周尧旗袍秀
游节寻梦水浒武术达人秀海选遥节目形式包括优秀传统武术尧民 展演等遥 7 月 30 日要8 月 30 日在梁山水浒文化广场尧梁山景区
间传承人尧杂技达人尧硬气功尧特技表演等袁充分展示了以梁山武 水浒剧场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渊梁山冤水浒文化旅游节民俗文化展
术文化遥 7 月 14 日要25 日在水浒文化广场举办第十届中国渊梁 演遥 开展了梁山曲艺展演+唢呐大赛尧省文联野山东曲艺之乡冶授
山冤水浒文化旅游节 2018 消夏音乐节遥 通过美酒+美食+劲爆嗨 牌尧旗袍秀渊服装秀冤尧广场舞+秧歌大赛尧戏曲大赛等一系列活
歌热舞吸引游客袁提倡全民参与袁每晚 2 个多小时演出与互动袁 动遥 渊下转 3 版 B冤

在梁山隆重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