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日照照市市策策划划协协会会标标志志((LLOOGGOO))征征集集结结果果公公告告
日照市策划协会从 2013

年 12 月初通过本报及网络平
台向社会征集日照市策划协会
标志(LOGO)作品 ,至 2014 年 1

月 5 日截止，共有来各全国各
地的 35 位参赛者计 50 件作品
参加了本次征集活动。

为公正、公平地选拔既具
创意又能表达协会理念的优秀
作品，日照市策划协会聘请了
山东、上海、北京著名的品牌专

家对设计作品进行了初评、复
评，最终确定了孙良设计的

“策”字中国红印章式作品为中
标奖。

中标奖：孙良 山东省日
照市东港区格调设计工作室

进入复评的作品作者：
王 猛 江苏省徐州市
刘昱良 上海戏剧学院
翟杰明 江苏省昆山市
林秀杭 福建省福鼎市

付二虎 安徽省芜湖市
陈聪荣 福建省厦门市
史 洋 河南省漯河市
钱 勇 四川省眉山市
张子升 安徽省阜阳市
范春宏 云南省瑞丽市
刘剑波 江苏省常州市
陈一雄 福建省厦门市
刘文俊 日照市国际海洋城

特别鸣谢上述设计者的大
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标志释义：
“策”，指谋略、计策、对策、方法、思路

等意思，引申到战略、规划、思想方面的涵
意。

“策”字篆体现代写法，印章式格局，
采用传统中国红颜色，给人以古朴、亲善、
庄重、信赖、希望的感觉，值得托付。

图案方方正正，布局工整简约，线条
纵横互联，喻义思想通达，生机活力，反映
出策划咨询行业的本色。

日照市策划协会

日照市人大代表，市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解植国：

市市北北力力争争建建成成国国内内一一流流产产业业新新城城
近年来，日照市北开发区先后投资 10 多亿元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莲海学校、生物质热电厂、污水处理厂等先
后建成，上海电气、诺亚游艇等一批过亿项目也在市北安
家落户。目前，市北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总数已达 120 余
家，2013 年实现业务总收入 300 亿元。

日照市人大代表，市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
工委书记解植国说：“市北经济开发区的目标是建设国内
一流的产业新城，为了这一目标市北还将继续努力。”

本报记者 徐艳

抓住潮石路拓宽机遇

加快城市化发展进程

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距离日
照市区 18 公里，靠近五莲山、九仙
山，是市民游山、看海的必经之
地。

解植国告诉记者，北京北路是
市北经济开发区直接联系市区的
主干道，是日照市区城市框架延伸
的触角，是未来日照市北部区域的
经济走廊，也是关系市北开发区能
否进一步突破发展的关键。2014

年，北京北路通往市北的唯一道路
潮石路将全面动工拓宽，从目前的
双向 4 车道拓宽成 8 车道，其中 2

个车道升级成绿道。
“这次拓宽改造是关系市北开

发区能否进一步突破发展的关键，
对市北开发区来说意义重大。2014

年，市北开发区将重点借助这次拓
宽改造的机遇，加速与市区融合，
推动市级示范镇建设，全力争创国
家级示范镇。”解植国说。

千方百计招引大项目

全力打造产业市北

对于市北经济开发区以后的
发展方向，解植国告诉记者，招引
科技含量高、污染小、产品附加值
高的大项目依然是市北经济开发
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下一步，市北经济开发区将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园
区的各项配套设施，千方百计争
引大项目，对有发展潜力的项目
给予最优惠政策，同时给予最好
的服务，全力打造产业市北。”解
植国说，“今年，市北开发区将重
点推动黄石东贝、锌空气动力汽
车等高科技项目。这些项目的落
地不仅能推动市北经济的发展，
对解决当地村民的就业也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解植国说，以前市北开发区
的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在外地务
工，但近年来随着市北开发区各
个大项目的落地，工资和各项福
利待遇好了，很多年轻人都相继
选择返乡工作。从这点就可以看
出，招引大项目对市北开发区的
重要性。

积极完善配套设施

为市北集聚人气

市北经济开发区距离市区 18

公里，如何吸引市民、集聚人气，
一直是市北经济开发区面临的一
个主要问题。

“市北开发区有山有水，独特
的地理优势和优美环境是其他地
方望尘莫及的。最终，我们确立了
向日照市区靠拢、与市区错位发
展的思路。在接受市区辐射带动
的优势条件下，充分发挥自身独
特优势，谋求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尤其是重点发展新型蓝色文化产

业，重点培育具有极强人气带动
效应的文化、娱乐等三产服务性
产业。”解植国说。

据了解，在市北经济开发区
有个叫丹土村的地方，有着拥有
4800 年历史的丹土遗址，这片遗
址区曾经是亚洲最早的集城市、
集贸一体的生活区，占地 33 万平
方米。五莲县博物馆 80% 的文物
都出自这里。

解植国告诉记者，市北开发
区打算在这里建设“丹土文化公
园”，目前具体的设计方案都已经
敲定，届时丹土村将实行整体搬
迁。“丹土文化公园”建成后必定
会吸引国内外众多游客来此游览
参观。

除了“丹土文化公园”，市北
开发区内的“白鹭湾公园”各项配
套设施已基本完工。美术馆、咖啡
厅、剧场、马术俱乐部等一应俱
全，不仅可以丰富市北旅游产品
的内容，也提升了市北旅游的发
展层次。2014 年，“白鹭湾公园”计
划邀请苏州昆曲剧院、北京孟京
辉话剧工作室等来市北演出，定
期举办原创音乐节，国内外著名
油画家、书法家及雕塑大师的作
品展等活动，承办省级马术比赛、
全国甲级围棋比赛等。

“把白鹭湾公园打造成青岛、
日照等地来五莲旅游的新起点，
把市北开发区打造成日照市、全
省及全国的文化产业建设的标志
性名片。”解植国说。

日照市人大代表，市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
书记解植国

日照市人大代表、莒县城阳街道党委书记吴锡华：

55 座座 2277 层层托托老老中中心心今今年年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新社区规模形成

将做好制度完善

7 日，记者采访了日照市人
大代表、莒县城阳街道党委书记
吴锡华。提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吴锡华高兴之余也感受到担
子更重了，高兴的是他们所走的
社区之路得到肯定和支持，担子
重是考虑到如何让这个新生事物
发展得更健康、更完善。2013 年
城阳街道以墩头社区为试点，进
行撤村设社区，形成了以“两委一
社”为主体的管理服务体制，成为
全市第一个撤村设社区的试点单
位，并通过了国家民政部的中期
评估。

城阳街道以此为契机，在全
街道 13 个社区开展撤村设社区
工作，将原 75 个行政村改为自然
村，选举产生 13 个社区居(村)委
会。目前，除状元社区外，其它12

个社区已全部完成撤村设社区工
作，选举产生217个村居民小组，
768个村居民代表。各社区均建成
了集计生、民政、劳保、治安调解
等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

并实行集中办公和坐班制，方便
了群众办事。

吴锡华介绍，社区大的框架
已经搭建完毕，未来的工作就是
如何让社区发展得更完善，让居
民权益得到最大保护。在制度建
设上，吴锡华介绍，新成立的社区
居委会由之前自然村的管理型人
员变为服务型人员，“只提供后勤
服务，没有管理的权利。”吴锡华
说。按照吴锡华的设想，新的社区
一要方便居民生活，让居民自己
的事自己说了算，真正体会到社
区带来的好处。二是在社区成立
股份制合作社，带领居民发家致
富，让居民收入越来越高，物质条
件越来越好。“不仅要让居民生活
水平更好，还要过得更有尊严、更
幸福。”吴锡华说。

继续加强小城镇建设

推进民生工程

在新的一年，城阳街道将继
续加强小城镇建设。依托城中村
改造，城阳街道将集中建设生活
区、居住区、商业区等，把集约出
来的土地进行集中开发，每个村

以土地面积大小按比例进行划
分。并根据各社区不同特点，分类
推进。对已经实行改造的岳家村、
晨曦、西关社区，加快推进步伐，
在全街道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
在大湖社区，委托南方中桥建筑
设计中心，以山东路为轴，西侧打
造商贸物流区，东侧规划社区居
民区；加快推进大湖、柳青河综合
治理，着力打造“农业观光采摘
园”、“西湖烟雨湿地公园”；在西
关社区，以西大街为首实行股份
制改造，目前股东成立大会、股东
代表会议、董事会等会议已全部
召开。

城阳街道将继续加强民生工
程建设，投资建立的 5 座 27 层托
老中心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计划
今年老人节之前投入使用，“主要
是让老人老有所居，老有所乐，有
一个幸福的晚年。”吴锡华说。在
社区基础上，街道办事处将每年
投资 2000 万元用于标准化建设，
主要有办公、娱乐、幼儿园、卫生
院以及治安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中心，“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社区居
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服
务。”吴锡华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了改善农村社区
的生产生活条件，这也更加坚定了莒县城阳街道加快社
区发展的决心和信心。2013 年，莒县城阳街道以墩头社
区为试点，在全街道 13 个社区开展撤村设社区工作，将
原来 75 个行政村改为自然村，选举产生了 13 个社区居
(村)委会。

在社区建构基本搭建完毕后，日照市人大代表、莒县
城阳街道党委书记吴锡华说，未来将加强“软件”建设，让
实惠真正惠及社区居民，让居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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