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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主打

招商引资百日会战市领导挂帅

全全市市集集中中对对接接115522家家央央企企
县域快讯

对创业购车者来说，大
空间、高性价比、体面的外
观、舒适的乘坐空间，售后维
修保养服务和保值率以及汽
车产品的安全性都不可忽略。
风行汽车推出的菱智V3，正好
在他们的预算范围内，其六大
突破帮助创业起步阶段的人士
开创自己的事业。

超级体面+实用空间+高
度安全：菱智V3外形曲线流
畅，X型时尚前脸设计和时尚
的进气口、前大灯，配合全景
式侧窗、全景式双后视镜，诠
释出张弛有度的成熟商务车
气质,加之商务风格的内饰与
外观的和谐呼应，共同营造
同级车型中不可多得的大
气、商务车视觉体验。菱智V3
拥有2800mm的超长轴距，
4 6 4 5 m m × 1 6 9 5 m m ×
1940mm的车身尺寸，车内容

积高达 4 4 0 0 L ，8 2 0 m m ×
1 1 0 0 m m 的 侧 门 开 度 ，
1250mm×1220mm的尾门最
大开度，再辅以灵活的座椅
组合方式，实现了超大载货
空间与舒适乘用空间的完美
结合。菱智V 3车身采用了
1 . 2mm厚的车身钢板，还在
发动机舱设计了三重防撞溃
缩区，再加上独有的高强度
车身骨架、侧身高强度防撞
钢 梁 、溃 缩式转 向 柱 以 及
ABS+EBD系统的配备，菱智
V3在安全方面远远优于传统
微客车型。

超长质保+经济保值+高
性价比：纯正MPV血统，菱智
V3还拥有商务车风格内饰、
轿车化的仪表台、透气面料
座椅、空调等丰富配置，主销
价格仅为5-6万元，与同样价
格区间的传统微客相比，性

价比更高。菱智V 3搭载了
1 . 5L的三菱4G15S 1 . 5L发
动机，其40万公里的使用寿
命也为国产发动机的两倍以
上。在变速箱等其余主流零
部件上，菱智V3也都选择知
名品牌产品，确保使用寿命
长，保值率高。风行汽车为
包括菱智V3在内的旗下全
部车型实行了5年/ 1 0万公
里的超长质保服务，因此，
菱智V3车主可以享受到业
内最高标准的售后服务，能
节省上万元的维修保养费
用。

售价仅在5-6万元的菱
智V3，拥有“超级体面、超高
性价比、超长保修期、超高保
值率、超级大空间、超级安全
性”六大优势，能帮创业者独
立开拓事业天地。

销售热线：0534-2582333

菱智V3六大突破助创业
36℃的市区，26℃的

南部山区。在济南的南部
山区，有这样一处环境优
美，风景秀丽的地方，这
里有济南最高的峰，有济
南最长的大峡谷，有济南
海拔最高的泉群，有六亿
多年前的史前生物———
桃花水母悠然自在的生
活在这里。这里的气温夏
季 比市区 低 8至 1 0摄氏
度，是会议和度假的首选
之地。

在这个环境优美的地
方，有一处按国家四星级

标准建设的宾馆——— 水帘
宾馆，宾馆集住宿、餐饮和
会务中心于一体，可同时
容纳200人住宿、800人用
餐，有7个大、中、小型会议
室，200多人的多功能厅、
120人的中型会议室，40人
小型会议室，齐全的设施，
一流的服务水准，都可以
给来这儿会议、度假的游
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宾
馆各种娱乐设施齐全，配
有麻将室、乒乓球室、茶社
等，篝火晚会、户外KTV
等都是宾馆独特的项目，

让你在高度紧张的会务之
余，放松在青山绿水间，享
受在大自然中。

这里，位于南部山区
的柳埠镇簸箕掌村，紧邻
国家4A级的水帘峡风景
区。水帘宾馆恭候您的光
临！

地址：济南历城区柳
埠镇

电话：0531-82772888
行车路线：济南南出

口—英雄山路—省道103
线—仲宫大桥—柳埠镇—
李家塘—景区

济南南部山区会议度假首选水帘峡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贾鹏 卞凯楠) 8月13日，记者了
解到，乐陵市乡村少年宫暑假期间对学
生正常开放，并开设了音乐、体育、美术、
舞蹈、计算机、诵读、棋类等活动项目。今
年，计划建成10处乡村学校少年宫，实现
全市乡村少年宫全覆盖。

据了解，英华双语学校少年宫通过
上级扶持、财政拨款、学校自筹、社会捐
资等方式，先后建成杨安镇少年宫、金运
小学少年宫等乡村学校少年宫12所，开
辟了100多处活动室，受益留守儿童达
9000多人。

乐陵＞＞

建10处乡村少年宫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陈述福 ) 8
月10日至9月10日，结合招商
引资百日会战，德州集中一个
月时间开展对接央企(强企)
活动，市级领导将上门与152
家央企(强企)进行对接。计划
每个市级领导每年争取对接1
-2个央企项目开工建设，有5
个在谈合作项目。

13日，记者从德州市发
改委获悉，目前德州《关于
进一步加强与央企(强企)对
接合作工作的意见》已起草
完成，筛选出与德州产业发

展联系密切、具备广泛合作
前景的152家企业展开重点
对接。目前各项对接工作正
结合全市招商“百日会战”
活动深入推进，譬如德州市
委书记吴翠云将负责同中
国石油 化 工 、中 国 航 天 科
技、中国航天科工等 8家央
企对接。9月下旬在北京举
行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力争
每条工作线有1-2个签约项
目，每个县市区有 2- 3个签
约项目，其中每条工作线必
须有一个投资5亿元以上的
项目。

“加强德州和央企的对接
合作，不仅仅是引进项目资
金，更重要的促进发挥其‘催
化裂变’效应。”13日，德州市
发改委工作人员说，首先通过
对接央企(强企)引进科研成
果和高层次人才，激发德州产
业内在动力活力，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同时加速德州融入央
企产业链条，促进全市中小企
业配套集聚，打造特色产业集
群。

根据意见，通过和央企
(强企)对接合作，今年将把德
州打造成央企聚集地，计划利

用5年时间，全市新增央企合
资合作重大项目100个以上，
实际到位资金1000亿元以上。
每个市级领导每年有1-2个央
企项目开工建设，有5个在谈
合作项目。每个县市区有5个
央企项目开工建设，有20个在
谈合作项目。

据了解，今年将以经济技
术开发区为主要载体，争取引
进央企建设总部或区域性总
部。依托各级开发区，未来5年
建设一批专业园区基地，每个
县市区至少建设2个合作产业
基地。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
讯员 史学森 孙艳) 自8月11日20时
起，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集中警力，
积极开展了“治安大扫除”集中行动，取
得了显著效果。

行动中，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治
安大队全体人员深入辖区中小旅馆、浴
池、歌厅等违法犯罪人员易于藏身的行
业场所进行了拉网式清查。

11日20时，德城分局机关、特巡警
巡逻组对东风路、东方红路、三八路、迎
宾大道、解放大道等“五纵五横”主干道
开展车巡；二屯公安检查站、天衢路、东
风路夜间治安卡点全部配足警力，对过
往可疑车辆、人员进行检查、盘查。此外
分局成立了专门督导组，对集中清查行
动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德城＞＞

全区治安大扫除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
乐伟 通讯员 李宁) 29处公
园绿地即将有正式的名字，13
日，记者从德州市创城办了解
到，目前，德州市创城办已经为
29处公园绿地初步确定了一批
名字，现向市民公开征集意见。

德州市创城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29处公园绿地的名
称，有的根据周围代表性建筑
和绿地植物配置取名，有的根

据历史意义取名，而多数都由
深层的象征义取名。其中有8
处公园绿地暂定两个或三个
名字由市民选择，其余21处公
园绿地均有一个名字，但市民
如果有更好的建议，均可以向
德州市创城办提出。

对于此次命名，该负责人
介绍，绿地名称极少是直接由
周围代表建筑和绿地植物配
置取名。比如绿景家园小区门

口的节点绿地，暂定名之一为
“绿景苑”，就是由绿景家园小
区命名。有几个是有其历史意
义，比如地毯厂绿地其中一个
备用名为“方山园”，便是因为
历史上在德州东有山，名叫方
山，古地名，此地位于“堤岭”
村东，便取名“方山园”。

此外，其他十几处公园绿
地此次命名都有深层次的象征
义。如医药大楼绿地暂定名为

“锦溪游园”和“怡康苑”，“锦溪
游园”取“泉水山中过，花落水
中游”之意，“怡康苑”取“心旷
神怡，健康快乐”之意。

13日，德州市创城办相关
负责人称，之前这些公园绿地
都没有正式名字，此次为这29
处公园绿地命名，市民也可以
参与意见，如果市民对这些名
字有异议，或者有更好的建议
均可参与其中。

2299处处公公园园绿绿地地将将起起新新名名字字
现正在公示，欢迎市民提出更好建议

临邑＞＞

7家村卫生室
未通过审验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
讯员 魏越) 12日，记者从临邑县卫生
局获悉，截至7月底，临邑县有12个乡镇新
申请设置村卫生室59家。目前，临邑县卫
生局已对42家村卫生室进行了审核验收，
其中7家村卫生室未能通过审核验收。

目前临邑县卫生局已对42家村卫生
室进行了审核验收，其中32家卫生室基
本达到村卫生室设置基本标准，予以发
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3家不符合
设置基本标准的村卫生室下达了《医疗
机构申请设置不合格决定书》；另7家村
卫生室因房屋面积不足或设置不合理、
基本卫生条件差、医疗废物处理及消毒
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未能通过审核验收。

初影 13日，德州火车站临时站房施工现场，外墙主体结构已经接近完工，随后将进行内部装修。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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