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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会待发
30多个国家或地区参赛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张浩 孙
翔)8日，记者来到风筝会筹委会，竞
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国内
外参赛团队的资料。目前，团队的报
名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共有30多
个国家和地区将近50多只代表队报
名参赛。

来自潍坊学院的三名志愿者已
在风筝办开展工作。大四学生孙海
涛告诉记者，他们都是英语专业的
学生，主要负责与国外参赛队伍进
行联络，确定对方的参赛人数和来
潍时间，为接待工作做好准备。

风筝办刘志平科长介绍说，截
止到目前，来自法国、美国、印度、乌

克兰、巴西、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台
湾、新加坡、德国等30多个国家或地
区的将近50多只代表队报名参加。
国内有上海、北京、山东、山西、河北
等17个省、直辖市，30多支风筝代表
队报名参加。

他表示，从报名情况来看，国
外风筝代表队多于以往，特别是境
外优秀放飞团队，如法国、智利、
新西兰等，将到潍坊献艺。还有不
少国家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潍坊国际
风筝会，如智利、加纳、俄罗斯、
西班牙、科威特等，这些国家将带
来本国特色传统风筝参加比赛和表
演。在报名参赛的队伍中，很多具

有世界高水平的运动风筝队和打斗
风筝队，如法国、智利、香港，中
国内地的有上海、大连、天津等。

本届风筝会运动风筝比赛将首
次采用国际风筝联合会秘书处组织
编 写 的 “ 国 际 运 动 风 筝 比 赛 规
则”。这项规则将用于以后的运动
风筝比赛。本届大型软体风筝特别
多，各种造型优美的卡通形象大型
软体风筝将会使观众大饱眼福。本
届风筝会将举办第二届夜光风筝比
赛，这也是本届风筝会的一大特
点，各种造型的夜光风筝，特别是
大型软体相结合的夜光风筝将是一
大亮点。

3000纸鸢已“跃跃欲试”
8日，记者从风筝办了解到，

今年的风筝扎制创新力度空前，截
止到3月30日，已扎制风筝3000余
支， 创 新 风 筝 数 量 达 到 总 数 的
30%。

工作人员介绍，参赛风筝在继
承传统题材的基础上，体现地方或
产业特色、时事题材的创新风筝数

量达到30%左右，主要集中在巨型
风筝类和龙型风筝类。它们具有鲜
明的特点：有的是时代色彩浓厚，
如展现潍坊发展、“四个潍坊”建
设等，有的是龙年等题材的风筝。
还有的风筝地方色彩浓厚，如寿光
市的菜乡特色风筝、昌乐县的宝石
风筝、青州市的花卉风筝、昌邑市

的“绿博会”风筝等等，成为宣传
地方的有效载体。再就是民俗特色
明显，如寒亭区的年画风筝追求
“贴在墙上是年画，放上天去是风
筝”的境界。

目前，风筝扎制创新工作现已
近尾声，下一步将组织好风筝竞赛
工作。

200外商和200使节

将来潍

据风筝办工作人员介
绍，风筝会期间，潍坊将分别
邀请驻外使馆大使、商务参
赞等100名驻外使节、外国驻
华使馆大使、商务参赞、商会
会长、世界500强驻华机构代
表等100名驻华代表，以及以
欧盟企业为重点的外国跨国
公司、商务机构及驻华总部
高管、国外先进技术企业代
表等200余人，来潍坊进行经
贸考察访问洽谈，促进潍坊
企业与境外企业的良性互
动，搭建长期合作交流的平
台，提高全市对外开放水平。

据了解，目前邀请工作
已有较大进展。市商务局重
点对“双百”外商进行邀请洽
谈，目前已邀请到重点客商
50人。市外侨办重点对“双
百”外交使节进行邀请洽谈，
目前已邀请到1 6个国家7 5

人。市招商办调度了80名重
点客商，筛选了一批总投资
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拟
参加签约项目。市委台办已
邀请到参会台商81人，滨海
经济技术开发区邀请重点客
商30名。市“三区”办组织筛
选了洽谈项目32个，合同利
用外资136 . 9亿元。

此外，市旅游局，峡山生
态经济发展区以及其他县市
区和其他单位，也结合各自举
办的活动，借助风筝平台，加
大了国内外客商邀请和重点
招商引资项目的推介力度。

本报记者 孙翔 张浩

开幕式明星阵容敲定

姜育恒、朱之文助阵

据风筝办副主任邱松介
绍，今年的开幕式文艺晚会
由国内著名导演、中央电视
台导演罗伟执导，其导演团
队已入驻潍坊，演出的准备
工作已有序展开。晚会将把
“放飞春天”主题做浓，同
时创新类节目会使晚会风筝
特色更加鲜明。

今年的开幕式文艺演出
与往届相比，将采用创新表
现形式。采用高科技多媒体
视频、舞台舞美、特效等技
术，并与节目演出相结合，
力求取得最佳效果。据他介
绍，今年的开幕式将由一段
长约40秒的多媒体视频作为
开场。该视频主要展示了从
古代鲁班造木鸢到现代风筝
成为潍坊城市名片的发展历
程，表现了风筝深远的历史
文化和潍坊风筝的国际性、
时代性和地方文化特点等。
另外，创新打造“二龙戏
珠”从天而降的盛大场景。
开幕仪式后，在打击乐《龙
腾虎跃》声中两条特制的长
29米的龙头蜈蚣风筝将在舞
台两侧上空翱翔。

目前，参加演出的明星
阵容也已敲定。台湾歌手姜
育恒、香港歌手郑希怡、草
原歌手乌兰托娅、美声名家
廖昌永、当红草根歌手大衣
哥朱之文，还有阿兰·达瓦
卓玛、激光魔女邓雯心、萨
克斯王子伍迪、沙画美女宣
萱、小神童陈庆丽以及扎西
顿珠、玛利亚、捷盖、李允
刘寅印等都将亮相晚会。中
央电视台主持人梦桐、大
牛、任鲁豫将担任晚会主
持。

本报记者 孙翔 张浩

文明交通
“两街一路两站”要做示范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张焜 董
惠)8日，文明交通示范街(路、站)创建
活动已经启动。记者了解到，这次针
对建立东风街、胜利街、北海路、火车
站及汽车站文明交通示范街的活动，
将再次改善潍坊城区交通状况。

据了解，两街即东风街、胜利街
(潍县中路至安顺路段)。一路即北海
路(宝通街至北宫街段)。两站即火车

站(东至青年路，南至胶济铁路，西至
向阳路，北至健康街)、汽车总站(东至
潍洲路，南至健康街，西至青年路，北
至汽车站门前)。

潍坊市交警支队专门公开了示
范创建活动的目标，通过实施文明交
通示范街(路、站)创建活动，要使道路
通行能力明显提升，违法行为明显减
少，路口车辆等候时间不超过3个红

灯信号。此外，还要改善公共设施科
学设置，公交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达
到25%以上，公交站点300米半径覆盖
率达到40%以上。通过改善城市环境
硬件设施，提升文明执法软环境，帮
助市民逐渐养成“车让人、人让车、车
让车、人让人”礼让习惯，在全社会营
造文明、安全、和谐、友爱的文明交通
氛围。

多部门联合整治城市交通
另外，在此次示范创建活动中，

潍坊市市政局也将加强与交警、交
通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据介绍，在市容秩序管控上，将
以清脏治乱为突破口，对城区主次
干道、窗口形象部位市容秩序进行
全面清理整治，彻底清除整顿乱搭
乱建、乱堆乱放等违规违法行为。加
强对户外广告、门店牌匾、沿街橱窗
(画廊)、建设施工围挡(围墙)等管理，

杜绝占道经营、污染环境的现象。联
合交警部门施划停车泊位，规范停
车秩序，开展自行车停放专项整治。

在道路保洁上，延长保洁时
间，实行早6点到晚10点两班轮流作
业，严格执行中心城区道路保洁质
量标准规范，推行“机吸+洒水+高压
冲洗+人工捡拾”的标准作业模式，
加大冲洗机吸的作业频次，延长人
工捡拾作业管控时间，并形成常态

化的监管运行模式，道路保洁质量
达标超标，确保道路整洁卫生。

加强建筑垃圾清运处置及路政
设施管护。加大对道路路政设施巡
查力度，对道路路政设施如果皮
箱、街头座椅、绿化带、人行道、
各种井盖等存在的问题，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确保道路平整、完
好，无缺陷。

本报记者 张焜 董惠

大问题没有

小毛病不少
8日，记者乘车沿东风

街、胜利街安顺路至潍县中
路路段看到，胜利街单侧分
别有20多个公交站点，但没
有一个站点配备公交港湾式
停靠站。而且由于部分站点
等候人员较多等问题，一些
公交车在进行停靠时，距离
站点较远。另外，一些公交
车在停靠后若需要立即左
转，就得横穿整个马路。这
些不仅妨碍交通顺畅，也制
造了安全隐患。

不仅如此，在部分路段
上，非机动车、行人甚至不
少机动车也存在较为普遍的
违规现象。8日下午，记者在
东风街、和平路口交叉口看
到，尽管此路口专门设有地
下通道，并严禁行人在路面
横穿路口。但行人翻越护栏，
见缝插针横穿马路的现象时
时都在发生。在现场，一位女
性市民在试图翻越护栏失败
后，不得不走回地下通道。另
外，电动车、自行车在路口随
意停车、横冲直撞、逆行的问
题也不少。而在右转弯车道，
很多非机动车也未在指定位
置停靠等候，而出现了与右
转弯车辆争抢的现象。

本报记者 张焜 董惠

交警被有理投诉

或停职

为了促进“两街一路两
站”的示范创建，潍坊市交
警支队首先对民警的现代化
执法提出了更多要求。 8

日，记者了解到，交警支队
对工作消极或被群众有理投
诉的民警，将采取停职培训
等处罚措施。

记者了解到，为了城区
“两街一路两站”的示范工
程的创建，交警支队内部也
对民警执法进行了更加严格
的规范。支队要求民警加强
路段巡视和违法车辆查处，
部分主要路口设立全天岗，
高峰期必须有人在路口固定
站点。

交警支队民警被要求要
文明执勤、秉公执法、吃苦耐
劳，主动接受群众求助，耐心
答复群众疑问。对现场查纠
的交通违法行为当事人，在
依法处罚的同时，一律进行
警示教育。

此外，警方还要利用智
能交通管理系统，动态指挥、
实时控制交通，完善区域路
面监控，及时发布交通信息。

对于规范要求，交警支
队将设立检查组，进行不定
期的督导检查。对行动迟缓、
工作拖沓、影响创建工作的
单位，将严肃追究主要领导
的责任；对工作消极、形象
不佳、执法不严或被群众有
理投诉的，民警停职培训后
调整岗位，协勤人员予以辞
退。

本报记者 张焜 董惠

记者探访

印印度度选选手手和和他他的的风风筝筝。。 风风筝筝会会办办公公室室提提供供

车车流流穿穿梭梭的的东东风风街街。。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市民正在翻护栏。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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