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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今参考

内陆地区多云，北风转
南风3级，18℃～30℃；北部
海区多云，北风转南风5-6

级，17℃～29℃。

◎三日天气◎

内陆地区阴有阵雨转多
云，南风转北风3级，18℃～
29℃；北部海区阴有阵雨转
多云，南风转北风 5 - 6级 ,
15℃～26℃。

内陆地区多云，北风3

级，19℃～29℃；北部海区多
云，北风5-6级，17℃～27℃。

天气信息

99月1122日

99月月1111日日

99月月1100日日

知道中中秋秋团团购购会会““扩扩容容””
快快来来淘淘便便宜宜
现场还可免费品尝新疆大枣和日照绿茶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韩
杰杰)本报中秋放心食品低价
团购会启动以来，市民参与
踊跃。目前团购商品阵容又
扩大，欢迎各位读者前来选
购，淘便宜。团购现场，还
有正宗新疆大枣和日照绿茶
供读者免费品尝。

中秋团购会展销现场共
有麦田食品礼盒、大闸蟹、
新疆喀什特产、青岛流亭猪
蹄、海参、白酒、绿茶等七
大宗商品进行展销。其中，
280元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礼

券，低至八折销售；2980元
一斤的精品海参，低至八折
销售。春开窖系列白酒(32°
春开窖贵宾酒、36°春开窖
龙凤缘及30 . 8°春开窖秋收
冬藏)、青岛流亭“鑫复盛”
秘制猪蹄礼盒、麦田食品礼
盒也以优惠价格销售。现场
还有多种价位的葡萄干、巴
旦木、枣汁、大枣、西梅干
等美食厂家直销，如500克一
级5星骏枣，市场价70元，团
购价48元；500克三级三星骏
枣，市场价45元，团购价32

元。
此次团购，分为现场团

购和大宗团购两种形式。现
场团购在北海路福寿街西北
角金诺大厦10楼和阳光100城
市广场接待中心进行。活动
现场，消费者可免费品鉴日
照绿茶，品尝来自新疆喀什
的香甜大枣。对大宗团购(一
次购买某宗商品总价在3000

元以上)，读者可拨打本报热
线2978003或18663676778提前
预 约 。 届 时 将 免 费 送 货 上
门，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

潍坊又添一处展厅档次较高、设
备设施配套齐全，集吃、住、展、会议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美术展览馆。7

日，中恒美术馆开业庆典暨“名家书
画展”在潍坊市接待中心举行。

中恒美术馆由山东中恒国际酒店
集团投资建设，展馆总建筑面积690

平方米，一号展厅建筑面积414平方
米，可展览书画100—120幅；二号展厅
建筑面积204平方米，可展览书画60—
70幅，并配有画家工作室和办公室。同
时，潍坊市接待中心(一所)的餐饮、客
房、会议室等服务项目为美术馆相配
套。

作为开业庆典的一项重要内容，
“名家书画展”——— 张值、刘巨德、崔晓
东、丁杰、刘秀鸣、李春光、王耀年、吴
宇华、徐天茂、朱大醉等当代名家书画
在中恒美术馆开展。二百余幅绘画佳
作，为鸢都市民奉上一道丰盛的艺术
大餐。展览一直持续到9月11日。

本报记者 李涛

中恒美术馆

开门纳客

国画大家邱汉桥

巡回展来潍

9月11日至15日，中国山水画大师
邱汉桥绘画艺术巡展将在潍坊博物馆
隆重拉开帷幕。这次展示的作品是从
邱汉桥先生近四十年创作的作品中精
选而出的经典之作。邱汉桥先生的山
水画作品聚“北势南气”之大成，雄浑
而博大，清新、浑厚、润雅，赋有哲理思
想的作品，将给观众展示一个超然的
不同凡响感染力的艺术新世界。

邱汉桥先生成名于八十年代，他
的作品气势雄浑、静谧苍茫，富有经典
的哲学思想和时代文化的审美理念，
把中国绘画推向到一个审美的新高
峰，他提出的“忘我忘象”的美学观点，
在“大象忘形”上更加深入到了另外的
一种高度。

送送健健康康
9月8日，潍坊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中医中药

“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大型巡诊公益活动走进昌乐。潍坊
市中医院派出了由学科带头人、潍坊名医为主力阵容的20名
专家，联合昌乐县10余个医疗单位和县中医院20名专家，开动
巡诊“大篷车”，携带B超、X光、心电图等免费查体设备来到昌
乐，为百姓送去健康。 通讯员 赵长林 摄影报道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周
锦江 通讯员 杨峻)房屋价
值的评估，关系到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9日，记者从
潍坊市房地产综合开发管理
办公室了解到，2013年度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
名录公布，共有37家符合要
求并通过审查。

房屋价值的评估，关系
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
偿。什么样的评估机构对房
屋价值进行评估至关重要。
据悉，日前市建设局向各县
市区建设局、市属各开发区建

设局，有关房产管理机构，各
房地产估价机构发布通知，根
据我市相关规定，将全市2013

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
估机构名录予以通知，并在
潍坊市建设局网站向社会公
布。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及《潍坊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要求，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
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
机选定等方式确定。房地产

价格评估机构应当独立、客
观、公正地开展房屋征收评估
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
预。

记者从市房地产综合开
发管理办公室了解到，9月5日
潍坊市公布了2013年度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名
录，共有37家符合要求并通过
审查列入名录的房地产价格
评估机构。有关部门和被征收
人严格按照公布的潍坊市
2013年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评估机构名录自行选定评
估机构并开展评估工作。

潍潍坊坊公公布布房房屋屋价价值值评评估估机机构构
2013年共有37家符合要求并通过审查

潍潍坊坊设设专专项项资资金金帮帮扶扶山山区区
每年安排财政资金500万元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韩
杰杰)9日，记者从市财政局获
悉，为促进山区经济发展和农
民增收，潍坊市每年安排财政
资金500万元，专项用于山区
农业综合开发。

据了解，潍坊山区包括临
朐大部，青州、诸城、昌乐南
部，安丘西南部，坊子东南部，
总面积约678万亩。山区国土
资源、物种资源、矿产资源、旅
游资源非常丰富，发展潜力巨
大。自1992年以来，潍坊连续
实施了两期山区开发工程建
设，山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因为山区自然条件差、
经济基础薄弱、生产生活条件
落后的问题依然较为严重，特
别是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
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全市
整体水平。

为进一步提高山区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潍坊市每年安
排财政资金500万元，专项用
于山区农业综合开发，并要求
有关县 (市、区 )按1：1比例配
套。在专项资金使用上，重点
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治理、特色优势农产品基地建

设、农民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和新型农民培训。2011年
至今，已投入财政专项资金
2000万元，支持开发山区项目
24个，直接引导和带动社会投
入1亿多元。

据《潍坊市山区农业综合
开发实施意见》，到2015年，潍
坊将完成改造中低产田100万
亩，新增规模化优势种植业基
地60万亩，标准化畜牧养殖小
区50个的目标，山区宜农宜林
荒地全部开发，山区农业基础
设施得到普遍加强。

奎文警方创建

“无传销社区”

近日，奎文警方重点加强了对社
区防范传销违法犯罪的宣传教育。在
社区，民警通过向群众发放警民联系
卡、举办专题讲座，剖析典型案例、
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对群众开展防范
教育，努力创建“无传销社区”。

吴超

奎文警方重拳

打击侵权假冒

为提高打击侵权假冒犯罪实效，
奎文警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犯罪。通过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和力
量，开展侵权假冒线索摸排和联合打
击整治，查清源头，摧毁网络，切实
提高打击实效，同时广泛宣传营造全
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吴超

潍城警方召开打击

侵权假冒推进会

9月8日，潍坊万达LOFT样
板间首揭神秘面纱，开放盛典
上，歌坛巨星张宇倾情献唱，整
个活动过程热闹非凡。

潍坊万达广场总经理刘总
对本次活动致辞，潍坊万达营
销副总经理翁总就大家最关心
的LOFT产品及其配套做了详
细介绍。歌星张宇倾情献唱让
气氛达到最高潮。在期待目光
中，万达领导携张宇共同开启
了样板间大门，随后，观众参观
精美的LOFT样板间。

从2012年到潍坊以来，万
达推出的全系产品一直很受潍
坊市场欢迎，面市即热销。万达
SOHO开盘2小时即全盘售罄，
万达华宅开盘劲销过亿，万达
金街开盘即售80%……2013年9

月，万达应市场的需求，隆重推
出了万达LOFT。万达LOFT立
足 潍 坊 万 达 广 场 之 上 ，以
LOFT的价格，享受58万m2旗舰
综合体的价值，50-60m2的小户
型，5 . 4米层高，可以自由分割，
一层的价格，两层的享受。商住
两用，既可做小型企业办公空
间，也能做私人SOHO独立工
作室、精致的私人会所、居家创
意空间等。而万达广场开业后，
将有万余人在此构筑生活梦
想，加之每天近6万的日均客流
量，都成为LOFT稳定租客来
源的强劲保障。

潍坊万达LOFT灵动空
间，买一层得两层，折合每层单
价约2880元/m2起，对于考虑入
手万达LOFT的人来说无疑是
一个大大的惊喜，超低的总价
就能进住万达广场，低成本，低
风险，却有超高收益。

万达广场大商业将在明年
5月份开业，届时周边房价攀升
不在话下，提前抢购LOFT，就
是提前赢得了不动产增值的大
空间。全能LOFT，入手即超
值，是不容错过的万达冠军投
资品！

万达loft样板间

开放盛典举行

近日，潍城公安分局召开打击
“侵权假冒”专项行动推进会。会议由分
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瞿伟伟主持，分
局各警种大队及派出所负责人共20余
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分局经侦大队盛
效远大队长总结了前一阶段打假行动
开展情况以及分局在全市的排名情况。

徐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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