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心，绝非等闲！

昌昌润润··莲莲城城营营销销中中心心盛盛大大开开放放
1月11日，万众期待，全城瞩

目的昌润·莲城全新营销中心终
于盛大开放！昌润?莲城，这座汇
聚城市精彩、绽放璀璨光华的顶
级湖居生态城，这座聊城首席全
配套社区以崭新的面貌闪耀在水
城新老城区交汇处。

今天一早，装饰一新的昌润·
莲城营销中心彩旗飘扬，花团锦
簇，身着盛装的礼仪人员早早的
就在营销中心门口迎接着来自四
面八方参加开放活动的高朋贵
宾。充满欧式风情的营销中心内，
更是散发着雍容的光彩恭迎来宾
的品鉴，欧式风格的装修品质与
格调，充满高贵而具有艺术气息，
引得来到现场的客户惊叹不已！
高贵大气的外立面、宽阔舒适的
大厅，奢华的水晶吊灯，无不彰显
昌润·莲城的高端品质和品味。

上午10:00整，主持人正式宣
布昌润·莲城营销中心开放仪式
正式拉开序幕，并向来宾介绍在
场嘉宾。聊城昌润住房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总激情澎湃的
致辞更让到场宾客感受到昌润住
建作为一家品质国企的决心和实

力。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本次
开放典礼迎来了最高潮的部分，
聊城昌润住房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徐总宣布昌润·莲城营销中心正
式开放！霎时礼炮齐响、鞭炮齐
鸣，五颜六色的气球布满天空，场
面蔚为壮观。

接下来昌润·莲城还为来宾
安排了精彩的节目表演，包括小
提琴表演、水晶球芭蕾舞、魔术表
演等，引人注目的活动现场人气
爆棚，不仅如此，开放当天所有来
宾均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营销
中心还设有“砸金蛋”活动，平板
电视、水星家纺大礼包、料理机、
酸奶机、煎蛋器等奖品一个接一
个的送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掀
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我听到消息说今天昌润·莲
城营销中心今天开放，想过来看
看，没想到还能欣赏到精彩的节
目，还有礼物赠送，听说一会儿还
有机会参与砸金蛋活动，真是太
惊喜了”刚刚领到礼品的李先生
说道，“不光接待人员细致周到的
服务让我满意，从营销中心高雅、
奢华的内部装修就能看出开发商

的实力和水准，想必昌润·莲城的
房子也是很好的。”

好事成双，除了营销中心开
放之外，还有一个重磅消息！临近
年末，为答谢水城大众对项目的
支持与关注，昌润·莲城特推出“0
元订房”活动，城中心的湖景美
宅，不需您花一分钱，就能订房，
还能享受超值钜惠！这样的好事
哪个楼盘有？这事儿，一旦错过，
可就真的没了，您还在等什么？

昌润·莲城位于东昌路与徒
骇河交汇处西北角，是衔接聊城
主城区与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区
域，区域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87万平方米，绿
化率高达50%，建筑密度仅为20%。
项目南侧为即将交付使用的聊城
文化活动中心，占地122亩，建筑
面积8 .3万平方米，集文化、教育、
休闲、娱乐、旅游等功能于一体，
居住昌润·莲城三五分钟便可体
验聊城独一无二的文娱盛宴。项
目东侧为聊城市重点工程徒骇河
风景区的核心部分——— 占地近千
亩的莲湖，居住昌润·莲城，坐拥
千亩莲湖推窗见景，悠长沿河丽

景、壮阔湖面，让人身处繁华尽享
湖居之美。

项目聘请世界著名景观设计
公司进行精心雕琢，园林景观一改
平铺直叙的设计风格，巧妙利用社
区内3 .2米的地势高差，将“坡地景
观园林”的概念融入到社区中，打
造高低起伏、曲径通幽的多层次、

立体绿化园林社区，社区在打造一
个5000㎡中央景观庭院基础上，还
精心设计了12个宅前“私家”花园，
使每栋楼前都有自己的专属花园，
宽敞的阳光草坪，不同的苗木品
种，带来不一样的花园感受。让人
置身公园中尽享生态健康生活。

(张召旭)

昌润·莲城营销中心正式启用。 张召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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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谢晓丽) 日前，聊城公示了

《关于2014年度聊城市城区物
业服务企业量化考核验收结果
的通报》，2014年度聊城城区有
13家物管企业不合格，2015年，
这13家物管企业将不得参与投
标活动，不得承揽新的物业服
务项目。

考核结果是根据市住建委
联合市物业协会，于2014年3月
份和7月份进行的两次量化考核
成绩，和12月份对需整改企业的
复检结果做出的。据了解，量化

考核评分标准分为基础管理、房
屋管理与维修养护、共用设施设
备管理、保安消防车辆管理、环
境卫生管理、绿化管理、精神文
明建设、管理效益等八个大方
面，满分100分，90分合格。

据了解，聊城市物业服务
企业量化考核工作从去年3月3
日拉开序幕，3月10日的首次本
次量化考核将业主满意度调查
成为量化考核的重点；去年7月
1日起全面启动了第二批物业
企业量化考核，并于9月2日公
布了考核成绩结果，规定31家

不合格物管企业于2014年12月
31日之前进行整改，并进行再
次量化考核，最终31家整改物
管企业中有13家没有通过再次
复检，60家企业量化考核合格。

量化考核不合格的企业包
括：山东聊城建工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聊城明星物业有限公
司、山东聊城城市主人物业有
限公司、聊城众信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聊城浩悦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聊城市舒洁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山东聊城中天物业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聊城亿家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聊城市东
昌府区育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聊城亚大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山东聊城帝秀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聊城市东昌府区耀君
物业有限公司、聊城东昌府区
利民物业。

这13家不合格的物管企业
在聊城物业信息网上给予通报
批评，企业信用档案记–6分，
并强制规定其2015年1月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期间，不得参
与投标活动，不得承揽新的物
业服务项目。

1133家家物物管管企企业业不不合合格格被被通通报报
今年不得参与投标活动，不得承揽新的物业服务项目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近日，聊城对全市范围建筑施
工项目开展了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十项紧急检查行动，1月7日
聊城通报了检查结果，点名通
报一些存在问题的工程。本次
检查共检查了48个工程项目，
下发安全检查隐患通知单48
份，技术隐患116条。

检查中发现，有的企业为
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压缩安全
管理机构、削减安全管理人员，
减少安全费用投入等，致使企
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下降。
像济南建工总承包集团有限公
司施工的临清市医护型养老保
健服务中心项目、北京市日盛
达建筑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施工

的冠县建安商贸城四期项目、
山东金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施工的阳谷县安乐镇育才小
学教学楼项目、聊城市和盛建
设有限公司和聊城市立方建筑
公司等施工的高唐县高庄社区
项目等存在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一些工程监理单位注册人员、
专业人员不到位，现场监理只
能起到履行资料程序的作用，
没有能力全面落实监理职责。
一些监理单位不履行安全监理
职责，甚至默许施工单位弄虚
作假，应付主管部门检查。例
如：鲁华监理公司监理的嘉明
星光木业办公楼、山东敬业监
理公司监理的李太屯回迁区二
期项目、茌平天正监理公司监

理的茌平信和公司4S店项目、
高唐县监理公司监理的高唐县
姜店敬老院项目等。

建筑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各
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建筑安全监
督管理人员配备明显不足，无法
保障正常的监督次数和效果。乡
镇政府与建设主管部门之间的职
责界定不明确，各乡镇政府安全
管理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配备
不足，安全监管不到位。例如：高
新区九洲面粉厂项目、莘县龙华
新材料科技大楼项目、莘县莘亭
龙相名城商贸街项目、茌平县供
销社利民超市冯屯店项目等。一
些地方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有偏
差，在招商引资中放松安全准入
门槛，城乡规划、设计、建设忽视
安全，工业园区安全把关不严、隐

患治理不力，成为事故多发区。
基本建设程序不规范。部

分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
及棚户区改造项目为加快建设
进度，拆迁、土地、规划等基本
建设手续不齐全，造成大多数
工程不办理手续就擅自施工，
甚至竣工时施工许可都未办
理，在这次检查中81%的工程
存在这种情况。部分建设、施工
单位安全意识不强，对上级检
查置若罔闻，甚至擅自撕毁封
条，由于监管形势复杂手段单
一，导致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管
理。例如：高新区鲁化工业园冷
却塔项目、度假区观堂社区1#
楼接建工程、临清市大顺名都1
-15#楼项目、茌平县供销社利
民超市冯屯店项目等。

聊城紧急检查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多多个个工工程程被被点点名名通通报报限限期期整整改改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在本次全市建筑工程紧急检查
中，聊城部分工程发现一些工
程监理单位注册人员、专业人
员不到位，现场监理没有能力
全面落实监理职责。聊城将立
即落实隐患整改，彻底清理超
资质施工，挂靠等不良行为。

本报也曾报道过一些持证

人将证书挂靠，放在一些企业
里，不去上班，照样有钱拿。而
在本次检查中，部分工程也出
现了一些监理不到位的现象，
聊城各级部门将继续加大对监
理单位的监管力度，对于在岗
不尽责、挂名不在岗的情况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彻底转变安
全监理不到位的现象。

本次检查中发咸的隐患要

立即整改，各县(市区)、市属开发
区住建局要对隐患整改情况及
时复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市住建委将对建设市场违规
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对于超资质
施工，挂靠等不良行为进行彻底
清理，对那些不办理各项建设手
续的单位进行督促落实。

全面落实施工企业主体责
任。理顺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对于施工
单位安全管理体系无法正常运
转或运转不及时的单位，根据
现场情况对企业法人警告、约
谈、处罚，计入不良行为档案，
在聊城市建设工程施工企业管
理考核信息平台中予以相应扣
分，促进建筑企业从“要我管”
到“我要管”，从被动向主动的
彻底转变。

聊聊城城将将彻彻底底清清理理挂挂靠靠等等不不良良行行为为
新闻延伸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孙维
华 ) 近日，山东省聊城市中心
血站采血车第八次单独来到临
清市康庄镇东马村进行采血活
动，因为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群
体——— 农民义务献血队。

该村农民义务该献血队的
发起者是现年48岁的张继友,他
是一名资深的献血者，从2007
年开始，张继友便每隔半年就
坐车到5 0公里外的聊城献血，
今年这是第十五次参加无偿献
血。张继友的妻子、儿子、儿媳
相继多次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村民张振昌一家四口人 ,老伴、
儿子、儿媳妇全部参加了义务
献血。张继友等人无偿献血的
举 动 也 影 响 带 动 了 周 围 的 村
民。

张继友所在的东马村共有
300多户，1000多人，绝大多数
人原来对无偿献血认识不足，
认为对身体有害，都不愿参与。
但知道张继友献血后，大家慢
慢改变了无偿献血的认识，并
且慢慢加入到献血队伍当中，
夫妻献血、母子献血、祖孙献血
在这里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
据组织者张继友介绍,义务献血
车每次来采血 ,都有新成员加
入。

目前,东马村“农民献血队”
已累计发展到200多人 ,附近村
和茌平县的40多名群众也加入
到献血队伍中来。累计献血总
量达20万毫升。

农民献血队累计

献血达20万毫升

参与献血的农民。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

玉国 孙维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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