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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近日，记者从市级国有
开发企业昌润住建公司了
解到，位于东昌东路北侧、
徒骇河西岸的昌润·莲城项
目顺利通过国家绿色建筑
二星级认证的初步审核。

作为东昌路上紧邻市
民文化中心的高品质稀缺
湖居社区，昌润住建斥巨
资，倾力雕琢小区内近 1 0
万平米社区景观，并首次
把 坡 地 景 观 概 念 引 入 聊
城，使整个小区内部景观
与 外 部 千 亩 莲 湖相互 辉
映。小区景观设计以“绿”
为纲，设计中讲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存，低密度，高
绿化率，每栋楼宇都配有

宅前花园。为了使业主能
最大限度地亲近自然，在
小区的中间位置建造了超
5 0 0 0㎡的中央景观绿地，
并配有近千米的健康漫步
道和百米银杏大道，把天
然氧吧植入了昌润·莲城。

作为聊城第一家申报
国家“二星级绿色建筑示
范工程”的社区，除在景观
设计上比普通社区要求严
格外，社区内各类建筑细
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仅环
保评审标准就比普通社区
多达 2 0余道。社区不但每
户都赠送集中集热、分户
储热式太阳能等环保节能
系统，还对建筑用材、室内

环境、社区园林景观配比
等软硬件进行精心打造，
坚持低碳、环保为理念，竭
诚为聊城市民创造高端、
健康、节能的高品质住宅
环境，让每一位业主住得
放心，给每一位业主不一
样的健康舒适的生活体验!

目前，昌润莲城项目
在售房源为5#、7#、8#楼，
户型从89平米的紧凑两居
室到 1 3 5平米的观湖三居
室，能满足不同业主的置
业需求。其中8#楼主体结
构已完工，为准现房，今年
年底即可交付入住，春节
期间购房还可享受额外多
重优惠。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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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款海马M3入门价
为5 . 98万，这在这个级别里
起步价算是比较低的了。这
款车有什么样的配置，动力
是否够用，或许是每一位追
求经济实惠的购车人都会
产生的质疑。在感受了该车
之后，笔者认为，这款车确
实比较适合追求实惠、讲究
实际的年轻人。

以级别而论，海马M3
是一辆入门级紧凑型车，
大小合适，价格、档次适
中，在市场中颇受欢迎。
2014款海马M3的发动机排
量为1 . 5L，目前有8个款
型，5款为手动变速器，入
门级5 . 98万元，顶配7 . 98
万元；3款为自动变速器，
入 门 级 7 . 2 8 万 元 ，顶 配
8 . 98万元，款型比较丰富，
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简单介绍一下驾驶后的感受：
亮点表现：

1、百公里综合油耗较
低，5 . 9升，要比长城C30、
宝骏630、V3菱悦等车型都
要低一些。

2、后排空间大，纵向
空间大于朗逸、雪铁龙C4L
和科鲁兹，乃至别克君威
等B级车。

3、加速性能表现不
错，起步很有劲儿。

4、外形设计和内饰做工
都还不错，对得起这一价位。
不足之处：

1、高速时，噪音有些大。
2、方向盘只能上下调

节，不过这个级别的车里
多数都这样。

3、低配车型没有行车
电脑功能。

个人认为，一辆好的

家庭汽车，应该是一辆性
价比突出、用起来省心、坐
起来舒心的车。此次探讨的
海马M3很好的满足了以上
的需求。还需要特别说一下
的是，虽然这款车的价格比
较低，但是看起来和使用起
来感觉绝对不止这个价。现
在的年轻人买车多少有些
冲动，自己经济有限，但又
要好面子买豪车，不是让自
己“活受罪”，便是给父母

“添堵”，这样其实是不值得
推荐的。我一向认为，有多
大锅，下多少米，对于普通
年轻消费者，买辆类似于海
马M3这样不会带来经济压
力并且还很实用的车，其实
挺好的。如果有对2014款海
马M3感兴趣的朋友，可先
到聊城新广源销售服务店
试乘试驾、亲身感受下。

评海马M3：最美A级车性价比高用着省心

2014年1月1日起，百大三联狂
掀新年第一让利风暴，开年大惠，
亿元低价惠水城，千万豪礼大放
送——— 买赠、直降、抽奖、新年红
包、新婚送、关注微信有惊喜等精
彩纷呈的促销活动，给消费者带来
惊喜的同时，百大三联销售额同比
增长了20%，实现2014年开门红。

元旦期间，走进百大三联家电

城，一股节日的火热气氛扑面而
来，只见卖场内每个柜台和展厅内
都聚集了许多顾客，收银台也排起
了长队，导购员不停地忙碌着，给
顾客讲解产品、开单、办保修……
据百大三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元旦的家电消费中，彩电依旧稳居
销售主要地位。目前消费者大多青
睐大尺寸的电视，选购的主流尺寸

段集中在48-55英寸的大屏彩电
上，彩电大屏化趋势将依然持续。
手机是元旦人气的绝对主流，随着
近日国家发布的移动通通4G战略
以下，近日4G占据了各大媒体的
头条位置，为助力4G手机的市场
普及，为2014年上市的新品腾出空
间。元旦期间，百大三联3G智能手
机价格将迎来大幅跳水，部分产品

将跳水至5折，除了三星、iPhone依
然延续热销趋势外，国产品牌异军
突起，比如联想、华为、OPPO都成
为消费者的选择热点。

本次促销活动，百大三联首次
试水“微信”营销，关注百大三联微
信，您不仅可以获得百大三联最新
的促销活动信息，更贴心的是还可
以从中学到很多家电使用小常识

以及生活小科普，内容贴近生活，
从中可以看出，百大三联对消费者
的负责和关心。百大三联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后期百大三联将会充分
运用这一公众平台，多策划一些有
趣的活动，参与有奖，让广大消费
者从中享受到更加潮流的购物体
验。

(陈福来)

百百大大三三联联跨跨年年大大促促实实现现开开门门红红

本报讯 国网茌平县供电公司
贾寨供电所通过提升员工素质，强
化春节期间电力优质服务。供电所

力争做到服务作风明显改进、服务
流程明显优化、服务品质明显提升、
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努力架起企业

和社会、群众连心桥。
(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刘

金泉)

贾寨供电所强化春节期间电力优质服务

本报讯 国网茌平县供电公司
胡屯供电所提前做好今年春节保电
准备。成立保电小组，制定保电方案

和应急措施，对辖区供电线路设备
进行全面检查、维修及消缺，确保线
路设备正常运行。成立抢修小分队，

做好特殊情况应急工作，确保圆满
完成春节保电工作。
(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焦连平)

胡屯供电所提前做好春节保电准备

茌平县韩屯镇财政所围绕
“东融西借，跨越赶超”奋斗目
标，采取四注重，做好“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工作。

重宣传，使财政奖补政策做
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重实效，
重点支持农民最迫切需求、反映
最强烈、利益最直接村级公益事

业建设项目；重程序，严格按照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标准，组织广
大群众民主议事，按程序规范逐
级上报；重督查，加强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项目质量资金督查，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一事一议
项目实施后发挥良好综合效益。

牛洪常

韩屯镇做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

公公厕厕太太少少，，找找起起来来挺挺费费劲劲儿儿

城区电动车乱窜
存安全隐患

市民李先生说，市区红三轮
都没有驾照，而且驾驶员多为年
长者，想拐则拐、想停则停、有空
就钻，而电动车也是一样，根本
不看信号灯，存在极大的交通安
全隐患。 (王瑞超)

市民国先生是一名水果
店老板。“我的店离市医院
不算多远，每天都有人问我
公共厕所在哪里。人家进城
买个东西、看个病，连个公
共厕所都找不到。”国先生
说，公共厕所少，带给这个
城市很多不文明现象。“西
边有座桥周围植了不少树，
经常能见到在树林子里方
便的人。”

“公共厕所是服务咱们
平常人的东西，也是文明的
一种体现，现在咱聊城的公
厕忒少了，我见有的地方比
如香江那边就多一点，但咱
们经常走的道路上，也该修
建一些。”

25岁的王女士，在某诊
所做实习医生，她每天上班
需骑车穿过运河沿岸的石
板路。从前，她为这条捷径
的存在觉得庆幸，现在这条
石板路却让她恐惧。“我在
石板路上摔过一次，后来再
经过就觉得有阴影。我相信

很多骑车子的人和我都有
同样的顾忌。”

王女士说，运河沿岸的
石板路大多都“病”了，不仅
石板缺损严重，连接一块块
石板的水泥往往不见踪影，
形成坑人的陷阱，普通自行
车行驶着就会卡在缝隙里，
冷不丁来个踉跄。“运河是
我们聊城美丽的一部分，不
要让石板路给这份美丽扣
分。”王女士希望有关部门，
在修理城区主干道的同时，
也修一修这些冷门的石板
路。 (窦晴)

政协委员刘吉良说，聊
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整
个聊城的建设，卫生绿化，文
化建设提升很快，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同时存在城区、旅
游区卫生间较少，建设档次
不高现象，有待进一步的改
进，提升。

刘吉良建议建议结合外
地经验，在城区和旅游区间
隔一定距离，留出一定的空
地，合理设置卫生间，方便市
民，方便旅客。卫生间的档次
不要太低，建一大批面积较
大，室内设施较好，有一定档
次的卫生间，体现城市发展
的水平。卫生间不宜他用，不
宜作为小商店。

对于城建问题，政协委

员韩东表示，部分城镇建成
区楼房缺乏供暖、污水排放、
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
不同程度存在着“脏、乱、差”
现象，致使销售量、入住率不
足，影响了后续发展。

韩东建议，城市建设规
划要高标准、高起点。聘请具
有省级以上规划资质单位，
对城乡总体发展进行规划。
规划要因地制宜，特色鲜明，
宜集中不宜分散，同时要确
保规划的前瞻性、延续性和
稳定性。

要以提高城镇聚集力、
吸引力、承载力为目标，以财
政资金投入为主体，加大道
路、水、电、供热、供气等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逐步完善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
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城
镇的综合承载力和服务功
能。要高度重视社区管理工
作，采取有效措施，理顺管理

关系，明确管理机构、人员及
职责，做到建设与管理并重，
努力打造优美、舒适、和谐、
幸福的人居环境。

城镇建设资金投入大，
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还不
够，必须发挥各种社会力量
的支持、参与作用，按照“谁
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
外资、鼓励内资开发建设小
城镇。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充
分发挥具有资源特色、成本
低 廉 的 优势，制 定 优 惠 政
策，让利客商，吸引外资开
发建设城镇；实施大企业带
动战略，让市内外有一定经
济实力的大企业，参与城镇
建设；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民间资本的优势，用好、
用活土地增减挂政策，倡导
按 规 划 自 主 建 设 、商 户 联
建、联合开发等形式。

(焦守广)

建一批面积大、档次高的卫生间

“咱们聊城很多主干道都全
线禁停了，可是咱们的停车场位
置 远 远 跟 不 上 车 辆 增 长 的 需
求。”市民小军说，在聊城停车难
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必须引起重
视了。“非机动车道不让停，停了
就罚，可是这么多车停到哪儿
去？”

小军说，他很理解城市规划
的长远特点，但是在矛盾日益凸
显的今天，该有些针对性的行动
了。“其实不是有很多事情可以
做吗？从我个人观点上，百货大
楼对过那么大的空地，完全可以
作为停车场，如果规划上行不通
的话，修一个地下停车场也很有
意义。” (窦晴)

城中村的垃圾
啥时候也管管

政协委员王安军建议加强
电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疏导。清
理人行道的停放车辆可以有效
促进电动车规范行驶。

推行电动车登记上牌和年
审。去年年底，聊城市公安系统
推出了电动车登记、挂牌管理制
度，对防盗起到一定作用，但是
无法对车辆安全状况进行跟踪。
电动车登记上牌和年审可以有
效的控制电动车的改装情况和
安全状况。如执行登记年审制
度，就可以对无牌照、无年审、上
路的车辆进行处罚和没收，并可
以对超速及违反交规的电动车
进行追踪罚款处理。 (焦守广)

百货大楼对过

可建为停车场

“找不到责任单位，即使找
到责任单位也往往不好解决。”
东昌府区里井村,约200米长、80米
宽的垃圾坑存在许久，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等应有尽有，绝大
多数是偷倒导致，无人监管。

村民孔先生无奈地说:“原来
不管村民是否种植东西 ,倒垃圾
者已经形成习惯。冬天还稍微好
点,夏天苍蝇到处飞。一点办法也
没有 ,真不愿在这住了 ,住户现在
越来越少。”

(王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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