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产巨鳄 强势入主

顶级房地产品牌——— 华筑地产

强势登陆。山东华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由北京市华茂时代投资有限公

司和福建省特睿投资有限公司联合

投资成立，注册资金6000万元，着力

打造高端品质住宅产品。华筑在滨州

市分别取得了位于中海和南海北岸

的两大地块，总占地面积约700亩，建

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6

亿元，将打造成为滨州高端住宅居住

典范。目前期盼已久的中海地块已经

正式进入项目开发阶段，项目一期华

筑·中海壹號将于今年年底面市。

十年磨砺 铸就辉煌

华筑地产致力于住宅开发已有

十年，曾在福建、辽宁、江西等地开发

住宅项目约120万平方米，积累了丰

富的开发经验，创建了科学有效的管

理机制，凝聚了一批精英管理团队。

在这期间与国内外知名规划、景观、

物业等公司合作，建筑施工由中建集

团承建，保证了开发产品的品质，在

当地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十年的磨砺与奋斗，华筑地产早

已成为置业者心中品质的代名词。而

如今，历史又徐徐展开了新的一页，华

筑以全新的姿态登临滨州。可以预见

到，华筑将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再次

绽放异彩，也将为滨州地产带来新的

生机。华筑·中海壹號必定会以其高端

的品质和独特的价值为滨州人所热

爱，引领滨州高端人居之潮流风向。

强强联合 助力发展

华筑地产从成立以来，一直将打

造高端品质住宅为目标，与中建强强

联合，严把住宅品质关，受到广大置

业者的信赖和支持。

中建是中国专业化经营历史最

久、市场化经营最早、一体化程度最

高的建筑房地产企业集团之一，拥有

从产品技术研发、勘察设计、工程承

包、地产开发、设备制造、物业管理等

完整的建筑产品产业链条，是中国建

筑业唯一拥有房建、市政、公路三类

特级总承包资质的企业。

中建始终以科学管理和科技进

步作为企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推动，截

至2010年，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及发

明奖53项，获得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23项，获得各类省部级科技奖700余

项，拥有国家级工法100余项；拥有各

类专利等知识产权600余项。荣获中

国建筑业最高奖项——— 鲁班奖150

项，全国优质工程奖133项，获奖数居

全国同行业之首。

中建建造，华筑出品的华筑·中

海壹號，作为滨州首个真正意义上的

品牌地产，备受市场瞩目。

品牌地产 领航未来

城市住宅，尤其是高端住宅，不

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标志，更是主

导城市生活方式和居住文化的风向

标。品牌地产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城

市发展的脚步不谋而合，无论是对

区域选择的精确度，还是在区域打

造上的独特能力，它们的专业眼界

始终深谙城市发展脉搏，同步城市

发展方向。

华筑地产怀着打造品质人居

的梦想，以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和

娴熟的地产运作经验，携中海壹

號项目登临滨州，为滨州带来更

为多元化的生活理念，引领滨州

进入品牌地产时代。可以预见，华

筑地产将不断凸显出其无与伦比

的品牌领航力量，在改变城市人

群生活方式的同时，滨州也将迎

来全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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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来源于六街市
场，各摊位会根据售卖品种质
量在此价格基础上有所变动。

(王泽云)

第二届暑期营销秀开始报名啦
菜价

品种 昨日 今日

辣椒（棚） 22 .. 0000 22 .. 0000

菜椒 22 .. 0000 22 .. 0000

白菜 11 .. 5500 11 .. 5500

卷心菜 11 .. 5500 00 .. 8800

圆茄子 22 .. 0000 11 .. 5500
西红柿 11 .. 5500 11 .. 5500

大葱 22 .. 0000 22 .. 0000

姜 33 .. 0000 33 .. 0000

蒜 11 .. 5500 11 .. 5500

蒜薹 33 .. 0000 22 .. 5500

土豆 11 .. 5500 11 .. 5500

芹菜 11 .. 5500 11 .. 5500

黄瓜 22 .. 0000 11 .. 8800

油菜 22 .. 0000 22 .. 0000

芸豆 22 .. 5500 22 .. 5500

冬瓜 11 .. 5500 11 .. 5500

豆芽 11 .. 5500 1 . 50

香菜 44 .. 0000 44 .. 0000

菜花 22 .. 0000 11 .. 5500

菠菜 22 .. 0000 22 .. 0000

豆角 33 .. 0000 22 .. 5500

禽蛋鱼肉

鸡蛋 4 . 0000 44 . 000

白条鸡 66 .. 0000 66 .. 000

猪肉（精肉） 1133 .. 0000 1133 .. 0000

猪肉（五花肉） 1111 .. 5500 1111 .. 5500

鲤鱼 55 .. 5500 55 .. 5500

草鱼 77 .. 5500 77 .. 5500

花蛤 22 .. 5500 22 .. 5500

城区启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后续土建工程
本报 6 月 2 7 日讯 ( 记者 张

卫建 通讯员 孙建琨 窦玉
芹 ) 今年是滨州市创建国家园
林城市的验收之年，9月份将迎
来住建部专家组的综合考评。日
前，城区启动创建国家园林建设
项目的后续土建工程。

为确保创城顺利通过，今年
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处下大力气
实施了绿化转角提升工程、公园
广场改造提升工程、绿化死角整
治工程、行道树增植工程、护坡
绿化工程等一系列绿化改造提
升工程，前期的苗木栽植已在 5

月底全部完工。为保证新实施绿
化建设项目路段与周边的景观
效果相协调，起到亮中更亮的效
果，将在各路段实施土建工程。
目前，整个土建施工项目正在紧
张施工，预计在 7月中旬全部完
工。

滨州供电全面排查防涝点打好防汛保卫战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文勇) 24日，滨州供电

部门由配电、检修、输电三方组成
的联合隐患排查组，出动各类隐患
排查人员150余人次，在前次隐患
排查的基础上，再次对滨州电网运
行涉及的线路、变电站、配电设施
开展一次全面互查、互督行动，确

保夏季汛期安全可靠供电。
为积极应对汛情的发生，滨

州供电部门与滨州气象局、防汛
指挥部等建立相应的气象及气象
次生、衍生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联
动机制，实时接收气象部门温度、
湿度、风速、降雨等数据，为滨州
地区电网负荷预测、应急指挥抢

修等工作提供全方位的参考和评
估，并根据气象灾害程度监测，做
到快速反应。滨州供电还成立了
防汛领导小组，编制包括“快速排
除变电站水淹”等4万多字的防汛
应急预案，对直辖38座110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10千伏及以上的线
路加强设备巡视。

无棣社会福利中心
明年5月建成投用

无棣县民政局投资 2 1 0 0万元
建设的集流浪乞讨人员、残疾人、
孤残儿童等救助于一体的社会福
利中心预计于明年5月建成投用。
届时，无棣县流浪乞讨救助站的办
公条件和设施等将得到极大改善，
主动前来福利中心求助的的流浪
乞讨人员将会得到更加积极有效
的救助保护。
另外，西城社区、新镇社区两处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分别动工建设，
西城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
筑面积1400平方米，计划设置养老
床位1 2 0张，新镇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计划设置养老床位85张，
两处照料中心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通讯员 蔡建海 孙占峰 孙雪
芹 记者 王泽云)

万德酒业被授予“创建诚信商贸企业承诺”牌

本报6月27日讯(记者 李运恒
通讯员 曹宗鲁 张向涛) 近

日，无棣县经信局副局长李贵春、
县职教办主任王宝升一行为万德
酒业授予“创建诚信商贸企业承
诺”牌，公司副总经理吴炳阳代表
公司接受牌匾。

据了解，为深入实施无棣县委、

县政府“四德”工程建设，进一步建
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万德酒
业大力弘扬诚信经营的企业文化，
坚持规规距距经营，实实在在酿酒
的企业理念，严把产品质量。近年
来，万德酒业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
共同努力先后被评为“山东省重信
用守合同企业”、“山东省文明诚信

民营企业标兵”、“山东省消费者满
意单位”等荣誉称号。此次万德酒业
被授予“创建诚信商贸企业承诺”
牌，必将进一步培养企业树立“诚信
兴商”的经营理念，为无棣县营造守
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全力
打造“诚信无棣”道德文化品牌建设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挂失
李美荣房产证(证

号：2010080119)遗失，
特此声明。

声明
史 炳 军 身 份 证 号 码 ：

37232319720223391X。身份证丢
失时间在2013年6月17日到登
报之日期间、身份证正在办理
中，本人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无棣县中信家居销售服务

中心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10份，发票

代 码 1 3 7 1 6 1 2 2 0 0 4 3 ，发 票 号 码

03823117 . 03823118 . 03823119 . 03823120 . 0

3823121 . 03823122 . 03823123 . 03823124 . 03

823125 . 03823126，特此声明。

滨州即将进入品牌地产时代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与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发布

了2012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测评成果。据此测评，2012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品牌
价值20强的总价值超过2700亿元。品牌地产的价值由此彰显无遗。

中国的房地产建设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品牌地产时代。出精品、
创名牌，历史性的地产成为当今楼市健康发展的主旋律。

“得品牌者得天下”已成为地产业普遍的共识。品牌地产也已经渐渐成为
市场的消费主流。在一、二线城市，万科、保利等地产品牌旗下的楼盘频频逆市
增长全线飘红。对于已经产生“选择疲劳”的置业者而言，品牌地产感觉更加让
人放心省事——— 品牌即意味着专业与细节，品牌意味着诚信与规范。但在滨州
这样的三线城市，品牌地产鲜有入驻，不过，这种情况即将改变。

阳信翟王镇计生办
整治村级计生档案

近日，阳信县翟王镇计生办对全
镇村级计生档案进行了集中整治。计
生办业务主管人员分成两个审核小
组，按每天上午、下午各两个村的工
作量，流水作业，全面核查，发现问题
立即反馈给村计生专干，村计生专干
当场整改。在审核过程中，还聘请县
计生局业务人员进行指导。通过这次
活动，村级计生档案资料更加准确、
完整、规范。

(记者 张凯 通讯员 李敏)

22001122年年暑暑期期营营销销秀秀部部分分成成员员合合照照。。((资资料料图图))

本报6月2 7日讯 (记者 张爽 )

锻炼自己的勇气与能力，赢取
丰厚的助学金奖励，让你的暑假
生活与众不同，第二届全市中小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暨营销秀大赛
开始报名啦，赶紧报名参加吧！

“今年营销秀什么时候开始，
去年没赶上，想今年暑假给孩子
报上名，让孩子锻炼一下。”近几
日，不少家长打来电话，询问有关
暑期营销秀活动的情况。曾经参
加过暑期售报的小报童家长也表
示，今年想继续参与营销秀活动，

“去年孩子参加了活动，确实成长
了不少，而且变得懂事多了，今年
想让她继续锻炼锻炼。孩子去年
赢了奖励，还请了我们全家吃饭
呢！”

今年暑期，本报第二届全市中
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暨营销秀大赛
活动即将启动，为学生提供一个展

示自我的平台。从活动中锻炼沟通
孩子交流的信心和技巧，增长见识，
提高胆量。仅仅从报纸营销这一项
活动中，许多中小学生懂得了父母
的辛苦和不易，拉近孩子和家长的
心灵距离。

第一期暑假营销秀活动将于
7月上旬正式启动，活动时间为10
天，凡参加活动的小报童在活动
启动第一天可领取 2 0份报纸 ,售
报 所 得 的 1 0 元 作 为 售 报 启 动 资
金，后续几天可根据个人能力购
进《齐鲁晚报》再进行销售。主办
方还将为小报童提供统一服装，
活动期间 ,还会安排形式多样的
培训、体验等活动。市区中小学生
均可报名参加。

此次活动将选出参赛优秀营销
小能手，并颁发800元等不同档次的
助学金和奖品，活动期间还将对优秀
参赛选手在报纸上给予风采展示。

报名地址：滨州市黄河十路
渤海九路锦城大厦8楼记者部

报 名 预 约 电 话 ：0 5 4 3 -
3210021、1395437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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