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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秦昕)
27日，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获悉，为完善对职工工伤
权益的维护，自今年 7 月 1 日
起，对于职工(含非全日制从业
人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
位同时就业的，用人单位都应
该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据悉，
潍坊是全省率先出台这一政策
的城市。

目前随着企业用工形式的
多样化，灵活就业人员已经成为
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灵活就业
人员，有一些同时在两个以上用

人单位工作，还有一些灵活就业
人员，将其职工档案、社会保险
关系在劳动人事事务代理机构
代理，但却与其他用人单位形成
了稳定的劳动关系。

职工仅在一个用人单位参
加了工伤保险，或者以灵活就业
人员的身份由劳动人事事务代
理机构为其代缴工伤保险。如职
工在未参保的用人单位发生工
伤，就只能由该用人单位为其承
担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或者以灵
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申请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支付部分工伤待遇。

以上两种情况均不利于工伤职
工权益的维护。

为了更好的维护多岗位同
时就业人员的直供利益，市人社
局于近日下发了《关于职工在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
就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
实施意见》，规定：职工(包括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在两个或者
两个以上用人单位同时就业
的，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
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
工伤，由职工受到伤害时工作
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职工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按
照其职工本人工资确定。针对
灵活就业人员的特殊情况，文
件规定：由劳动人事事务代理
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
后，又与其他用人单位形成劳
动关系的，该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
伤害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灵活就业人员发生
工伤所在用人单位未为其缴纳
工伤保险费的，职工可以选择以
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提出工伤

认定申请，也可以选择以该用人
单位为用工主体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其中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
的身份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
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

据了解，用人单位应当缴纳
工伤保险费而未缴纳的，由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缴工
伤保险费用，并自欠缴之日起，
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
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费1倍以
上3倍以下罚款。此规定自今年7

月1日起施行。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同时就业，各单位应分别缴纳保费

职工可领多份工伤保险

本报4月27日讯 在第29届潍坊国际风
筝会的世界风筝锦标赛上，潍坊万达广场代
表队，在此次风筝会开篇之作——— 潍坊风筝
大赛中斩获了“团体一等奖”、“创新风筝一等
奖”两项大奖。出色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万达集
团作为中国商业地产领军企业奋发向上的企
业态势与团队凝聚力。

潍坊万达广场是万达集团第三代城市综
合体大成之作，依托企业雄厚实力的支撑和
万达超群的商业运营模式，市场兴旺初现端
倪，辉煌前景已成定局。其节能环保的建筑集
群，现代时尚的立面设计，更加助力万达广场
成为这座城市商业综合体的极致典范，全面
引领潍坊的商业未来。

潍坊万达广场，坐落于潍坊市虞河路西
岸，西邻鸢飞路，北临福寿街，包括了大型购
物中心、精品商业街、五星级酒店、高档写字
楼、精装住宅等业态。目前已有万千百货、万
达影院、大歌星KTV、大玩家电玩、超市等主
力店倾力加盟。

从第一代单体店，到第二代组合店，到现
在的第三城市综合体，万达广场已然成为中
国商业地产模式开发的前瞻者与引领者，万
达集团也已经成为中国商业地产龙头企业。
截止2011年年底，万达年收入迈进千亿元大
关，预计2015年，资产将达3000亿元，年收入
2000亿元，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马凤丽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秦国玲)24日，海
军工程大学生源基地授牌仪式在现代中学
隆重举行。至此，寿光现代中学成为寿光第
一所、也是寿光唯一一所海军工程大学生源
基地。双方现场签订了共建“生源基地”协议
书。

据悉，海军工程大学是我国军校五所综
合大学之一，是全军“211工程”重点建设学
校，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为国家培养
了近十万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据介绍，这次
海军工程大学生源基地落户现代中学，是鉴
于现代中学近年来向海军工程大学等重点
军校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此次“生源基
地”建设是军地双拥共建的一大硕果，也是
惠及广大学生的一大好事，为学生立志报
国、成功、成才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海军工程大学

生源基地落户现代中学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董
惠 通讯员 井光臣)从6月1

日起，潍坊城区将进入雨季主
汛期。自4月下旬开始，市政部
门对根据去年情况排查出的17

处排水管网缺陷进行整治，确
保城区安全度汛。

据介绍，去年潍坊市区曾
经暴雨成灾，在多处路段出现
了大面积积水。根据去年主汛
期部分地段出现路面积水的
情况，市政养管处排水科排查
出了17处市区排水管网缺陷，

并制订了详细的整治方案。
春鸢路铁路桥列为缺陷

整治之首，春鸢路铁路桥下逢
大雨必淹，是每年防汛的“重
灾区”，而造成积水严重的根
本原因是一条自南而北的地
下排水方沟本应与月河路接
通，然而到了健康街以南却断
了头，每当遇大雨时，来自仓
南路以南的大量雨水由于瞬
间流量过大，便从方沟中涌入
桥下，同时还由于泵站设计能
力不足，积水排泄不迭，积水

存留时间过长，严重影响南北
交通。

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养管
处采取三管齐下的整治方案：
在原来泵站安装一台潜水泵
直接进入排水方沟，加快排
水速度；截断与健康街排水
方沟的连接，避免泵站提升
的雨水回流；启动两台大型
移动泵站同时排水。记者还
了解到，对另外16处污水管
道堵塞、断头、过细以及20多
处公交站点雨后积水严重等

缺陷的整治也都做出了具体
的落实措施。

排水科李海滨科长说，17

处排水管网缺陷整治不仅工
程量大，而每开挖一处都涉及
与园林绿化、道路交通等部门
的协调工作，而协调难度很
大，所以工程进度想快也快不
了，去年类似工程直到11月底
才完工。今年，部门会根据轻
重缓急做出相应的调整安排，
力争在汛期到来前，逐步解决
问题缺陷。

排水管网被查出17处缺陷
春鸢路铁路桥为缺陷整治之首

““灰灰姑姑娘娘””，，你你在在哪哪里里
网网友友全全城城搜搜寻寻潍潍坊坊雕雕塑塑““和和平平鸽鸽少少女女””

文/本报记者 于潇潇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这两天，一条名为“寻找灰姑
娘”的微博引起潍坊网友的追捧，牵
起潍坊市民对上世纪一座标志性雕
塑的记忆。灰姑娘是谁？灰姑娘在哪
儿？带着疑问，本报记者与网友们开
始共同寻找。

“她让我瞬间回到童年”
25日，网友“鸢都师兄语

录”在微博上发出一张照片，
照片正中央是一个灰色的雕
塑，主题是一位举着和平鸽的
少女。“鸢都师兄语录”介绍
说，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

年代末，雕像矗立在青年路北

端与胜利街交汇处，潍坊市民
习惯上称其为“灰姑娘”、“和
平鸽少女”。而上世纪90年代
初，胜利街改造的时候，“灰姑
娘”便不知所踪。

这条微博勾起了众多潍坊
市民的回忆，被迅速转发。网友

“天涯行客系伪迷一枚”说，当
年潍坊城区两处最有名的雕
塑，一处是潍柴文化宫门前的

《同心》雕塑，再就是灰姑娘了。
网友“潍坊车管曹欣”记得，“小
时候跟着爸妈从坊子坐2路公
共汽车到潍坊逛百货大楼，都

是从这座雕像附近下车，记忆
里只要看到这位阿姨，就该下
车啦。”也有网友回忆，“看到这
雕塑，就知道马上就到人民公
园了，马上就可以擦滑梯，坐飞
机了！”。70、80后的一些网友说，

“她让我瞬间回到了童年啊”。

沿着记忆碎片寻找

原作者希望重塑当年美好

而“灰姑娘”现在去了哪
里？微博上，不断有网友提供
记忆碎片，有说在人民公园见
到过她，有说在金宝乐园见
过，最远的说法到了临朐，可
具体现在在哪儿，没有人说得

清楚。网友们说，灰姑娘是这
个城市的一段记忆中的重要
参照，应该也是潍坊第一座真
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城市雕塑，
希望大家找到她。

寻找灰姑娘的第二天，一

位网友跳了出来，指出灰姑娘
的原型是他的母亲。网友们纷
纷对其表示了善意的祝福。

27日，记者先后联系了潍
坊市建设局、市政局、园林
局等部门，遗憾的是，都没

能找到线索。听到记者打听
灰姑娘，工作人员们也纷纷
表示对它的回忆和眷恋。园
林局韩女士说，自己上中专
的时候，还经常经过灰姑娘
去看电影。

几经辗转，27日，记者联
系上雕塑的作者，国家一级美
术师、著名雕塑家潘连三。潘
老已经7 5岁了，回忆起灰姑
娘，却是兴奋又遗憾。

在樱前街他的家中，潘老
告诉记者，“灰姑娘”是自己
1985年创作的，是潍坊第一座

艺术雕塑。当时潍坊正处变革
时期，由“小城”向“大城”迈进，
一切生机勃勃。应当时市领导
的邀请，他创作了这座雕塑，雕
塑高3 . 8米，面朝青年路南头，
铝合金材质。由于被漆成灰色，
被市民亲切称为“灰姑娘”。

潘老说，自己对“灰姑娘”

这个称呼很是喜欢，在他心中，
这雕塑象征着潍坊人民勤劳、
美丽。灰姑娘在胜利街青年路
口立了七年，成为市民心中的
标志性建筑，而1992年前后胜利
街改造的时候，灰姑娘被移到
了人民公园，又被漆成了白色。

再后来，不知道哪一天，灰

姑娘消失在人们的视线。自己
和一些市民去寻找，却再也没
有找到。

“可惜了啊，我很心疼，那
是潍坊当年的标志之一。”交谈
中，潘老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他
希望市民能提供线索，找到灰
姑娘，重塑当年的美好记忆。

“灰姑娘”在哪儿 让我们共同寻找
“灰姑娘”承载着无数潍坊人的浪漫情怀和当年记忆，如今却不知所踪。如果您看到她，希望您能留下线索。本报热线线

8073110，8538711。新浪微博http://weibo.com/jinriweifang。

潍坊万达广场

获风筝赛大奖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秦国玲 吴凡)27

日上午，南关中心小学600余名师生家长齐聚
宝通街白浪河桥北岸的鸢都湖展览馆广场开
展“捡拾白色垃圾，拒绝城市污染”绿色主题
实践活动。

9时左右，学生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
下，有秩序的在鸢都湖西岸散开，三五一群弯
下腰捡拾白色垃圾。记者看到，学生们手中捡
拾垃圾的袋子不是塑料袋，而是用挂历，鞋盒
手提袋，或废旧报纸。“我们是充分利用家庭
废弃物制作的环保手提袋，主要是为了环
保。”

“在风筝会召开之际，举行这次绿色实践
活动，主要是想激发人们对于环境、绿地的保
护意识，也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环保，真正做
一名环境保护的合格小学生，”南关中心小学
老师介绍，本次活动也是该校建设“绿色宜学
特色校”的一部分。

600余名师生鸢都湖畔

捡拾白色垃圾

潘潘连连三三说说到到““灰灰姑姑娘娘””满满脸脸的的自自豪豪。。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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