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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丁酉年七月十七

发行范围：枣庄新城区、滕州全区域、枣矿集
团西部矿区、山亭新城区

滕州市龙阳镇锦天牡丹园
枣庄地区唯一一家以牡丹为特色的观光旅游景点

主要观光游览项目：

●3～4月，杏花、樱桃花盛开；

●4～5月，牡丹、芍药、郁金香争艳开放；

●5～6月，大樱桃采摘；

●6～7月，桑葚采摘；

●7月，珍珠油杏采摘；

●4～11月，浪漫玫瑰花开放

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欢迎参观指导选购

地址：滕州市龙阳镇冯庄村
咨询电话：15621838709 13963216668

本报讯 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社主办、百代旅行承办的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活动
日前揭晓排行榜TOP20榜单。滕州市名列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
力指数排行榜区县级Top20第14名。

活动以游客的体验作为主要评选依据，进行总分为200分的
综合评定，其中基础数据占据100分、专家评审占据60分、网友投
票占据40分，并根据最终得分评选出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
数排行榜地市级TOP20和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区
县级TOP20。 （记者 苗原）

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
排行榜滕州列第14名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
招生办获悉，今年未被录取的
考生还可以申请专科 （高职）
注册入学。

根据相关规定，在普通高
校统一招生录取时未被录取，
且高考成绩达到本年度注册入

学申请资格线 150 分的考生，
均可申请注册入学招生。注册
入学招生计划包括各招生高校
执行专科 （高职） 招生计划录
取缺额数和录取后未报到学生
数。各高校可在录取缺额数和
未报到学生数之和以内确定本

校注册入学招生计划。若注册
生源不足，夏季高考各科类、
春季高考各类别之间计划数可
相互调剂。夏季高考计划缺额
可调整到春季高考计划，春季
高考计划缺额不得向夏季高考
计划调整。（实习生 郝存颖）

未被录取考生也可能上大学
注册入学招生别错过

本报讯 9 月 5 日，据滕
州火车站发布消息，今年国庆
中秋黄金周运输期限为 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共计 11
天。黄金周期间，济南铁路局
预计发送旅客600万人，预计
客流最高日为10月1日。即
日起，铁路部门开始预售国庆
中秋黄金周火车票。

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
期为 30 天，车站售票窗口、
客票代售点、自动售取票机

预售期为28天，济南铁路局
管内火车票预售期为 15 天，
旅客朋友可根据行程提前购
票。为切实保障广大旅客自
身的合法权益，请务必通过
12306 网 站 、 车 站 售 票 窗
口、客票代售点、自动售取
票机等正规渠道购买车票，
乘车时携带好有效身份证
件，确保票、证、人一致，
以免耽误行程。（记者 金亮
实习生 郝存颖）

国庆、中秋黄金周
火车票开始预售

本报讯 十八大以来的中
国，是一个正走向善治的中
国。“善治文化”源自何时？
我国著名学者、中央党校《理
论网》采编中心主任程冠军认
为，这一切与 2000 多年前的
滕国密切相关。近日，程冠军
专著《走向善治的中国》出版
发行，该书系统论述了善治的
重要意义，在国内理论界引起
高度关注。

程冠军系中央党校《理论
网》采编中心主任，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知名
文化学者。2007 年参与创办
中央党校 《理论网》，主持博
鳌亚洲论坛 2013 中小企业发
展论坛，连续多年参加全国两

会和党的代表大会，长期从事
社会调研和课题研究。他对党
史党建理论、学习型政党、中
华善文化、中国梦等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有深入研究。

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
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
为该书作序推荐。国际儒学
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
学会副会长叶向真，全国工
商联原副主席沈建国，中央
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
科研部主任韩庆祥，国家行
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
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
广东省原政协主席、广东省
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陈

开枝、北京大学教授、北京
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师曾志等参加了
该书首发式和研讨会。

程冠军认为，十八届四
中全会 《决定》 明确指出，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
善治之前提。这是“善治”
在 中 央 全 会 文 件 中 首 次 出
现。“善治”一词在 《决定》
中 出 现 释 放 出 这 样 一 个 信
号：十八大之后，善治将成
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治国理政的目标追求。以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
以 开 放 的 、 包 容 的 、 系 统
的、现代化的治国理政新思
想，以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的担当精神，带领今日中国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征程中走向善治。

“善治文化”源于“滕州
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滕
文公采纳了孟子的主张，在滕
国广施善治、善教、善政，使
滕国成为政绩卓越、人丁兴
旺、民殷国富、“卓然于泗上
十二诸侯之上”、众望所归的
善国。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今天，研究这种现象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
玉凯说，纵观习近平总书记的
治国理念、治国使命、治国方
略，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全

方位地探索中国善治的路径。
因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人对善治
的探索实践值得高度期待。因
此，《走向善治的中国》 出得
及时，值得一读。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
育长兼科研部主任、博导韩庆
祥说《走向善治的中国》有很
多好的观点，其中一个突出的
亮点是作者把中国梦和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既联系又区别开
来了。基层党政干部应该好好
读此书。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博导师曾志认为，作者
以媒体人的敏锐触角和洞察力
感触和洞察着新媒介赋权背景

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解构
与重构，并提出了许多引人思
考的前沿问题和建议。这些问
题和建议有助于我们在国家自
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
博弈中实现多元共治，共筑美
好的善治社会。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
导刘余莉说，这本书富有启
迪：第一，走向善治的中国必
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第二，走向善治的中国必
须重新认识宗教的积极作用；
第三，走向善治的中国必须重
视新兴媒体在传播善治文化中
的重要作用。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博
导王勇认为，资深媒体人程

冠军以敏锐的目光觉察到，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当代
中国正以良法善治的模式推
动中国社会走向善治，这也
是 其 专 著 《走 向 善 治 的 中
国》 一书出版之后获得好评
的主要原因。

专家学者们认为，《走向
善治的中国》 的时事评论文
风新锐，敢于直面问题；理
论 文 章 勇 于 探 索 ， 见 解 独
到；“资政对话”则较为全面
地反映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是一本适合广大领导干部者
阅读的好书。

（记者 冯仰启 赵宁）

程冠军解读“善国及善文化”引发国内学者关注

“滕州善文化”是中国善治文化源头

9月6日，滕州市滕南中学新
生正在进行军训。据悉，该校新
生从开学后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军
训，操场上同学们穿着整齐的新
校服，在教官的指挥下，喊着响亮
的口号，进行立正、稍息、站军姿、
走正步等训练。通过军训有力增
强了新生的国防意识和组织纪律
性，磨练了意志和品格，充分展示
了新生的良好精神风貌。

（记者 侯志龙 摄）

沙场
秋点兵

本报讯 9月6日，第十三
届全国运动会女子500米四人
皮艇比赛在天津举行，滕州籍
运动员任文君与队友一举夺得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女子 500

米四人皮艇金牌。
这枚金牌的获得也是继滕

州市运动员张千秋夺得群众项
目男子组规定陈氏太极56式金
牌、张琳彬夺得现代五项男子

个人项目金牌、杨斌夺得国际
式摔跤 75 公斤级项目金牌之
后，滕州市运动员在十三届全
运会上获得的第四枚金牌。

（记者 侯志龙）

全运会任文君等夺团体冠军
滕州籍运动员已获四枚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