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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时政

体体现现中中国国文文化化元元素素 集集中中万万达达文文旅旅创创新新
无锡万达文化旅游城开工

2月28日，总投资超过400亿元
的无锡万达文化旅游城正式开工。
这是万达集团在全国开工建设的
第5个超大型文旅项目。万达集团
董事长王健林等领导和百余名各
界嘉宾出席开工仪式。

无锡万达城位于无锡市滨
湖区，占地面积202公顷，建筑面
积340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400
亿元，其中文化旅游项目投资
210亿元。包括文化、旅游、商业、
酒店四大内容，由万达茂、大型
舞台秀、大型室外主题乐园、度
假酒店群、酒吧街等组成。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为实现全天候旅
游，无锡万达城建有超大型室内
旅游项目——— 万达茂，万达茂中
有电影科技乐园、儿童主题乐
园、室内水乐园、滑冰馆、电影城
等多个室内文化旅游项目。

无锡万达城规划设计达到
世界一流，而且充分体现无锡文
化元素，融入地方特色，多个项
目在世界上具有独创性、唯一
性。项目展示中心外形设计灵感
来自宜兴紫砂壶，高38米、直径
48米、面积5000平方米，是世界
最大的紫砂壶造型建筑。大型舞

台秀以无锡当地文化为背景进
行创作，由全球顶级舞台艺术
大师弗兰克.德贡策划导演，演
出节目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电
影乐园3D动感剧场、3D互动剧
场主题分别为“水漫金山”和
“后羿射日”，均取材于当地
古代神话。世界首个室内大型
儿童主题乐园设有太空体验
馆、职业体验馆、科技体验馆
等多个儿童互动游乐场馆。室
内水乐园引进世界最新科技的
水中娱乐设施，多台大型设备
为无锡万达城专门独家订制。

室外大型主题乐园造景具有无
锡传统文化特色，设有高度150
米的中国最高过山车和时速200
公里的中国最快过山车。

无锡万达城酒店区规划6个
度假酒店，包括1个六星级酒
店、1个五星级酒店、2个四星
级酒店和2个主题酒店，共有
3500间客房、5000个床位。滨
湖酒吧街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引进20余家国内外著名酒吧、
音乐吧品牌。项目计划2017年
建成开业，可直接创造3万个就
业岗位，预计年接待游客2000

万人次以上，年收入50亿元。
无锡市市长汪泉表示：无锡

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将
无锡打造成旅游度假目的地和
长三角旅游度假中心城市的目
标。万达文化旅游城进驻无锡，
对于无锡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打造文化创意中心和旅游度
假胜地具有重要作用。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
示：万达有信心把无锡万达城打
造成世界级的中国文化品牌，并
将在旅游人次、收入规模等核心
指标上与上海迪士尼竞争比较。

潍潍坊坊全全国国征征集集城城市市形形象象标标识识
一等奖将被确定为潍坊市城市形象标识，并奖励人民币10万元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刘蒙
蒙)2月28日，中共潍坊市委对外
宣传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为进一步弘扬地域文化，打造
城市名片，提升潍坊市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凝聚市民的归属
感和认同感，现面向全国征集
潍坊市城市形象标识。

近年来，潍坊市经济社会
发展卓有成效、城市形象面貌
日新月异。潍坊市城市品牌形
象的宣传工作是潍坊市经济、

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设立一个既能反映潍坊深厚历
史文化底蕴，又能体现潍坊新
时期精神面貌的城市标识，树
立潍坊城市品牌新形象，对进
一步弘扬地域文化，提升潍坊
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将起到积
极的作用。

据了解，城市形象标识要
体现出一个城市独具特色的精
神品格，要体现潍坊的精、
气、神，要能对城市的持续发

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
次活动面向全国具有专业设计
水准的个人和机构进行征集。
征集从3月1日开始到6月30日截
止，共四个月的时间。作品方
案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潍
坊市城市形象标识征集邮箱：
wf_csxxbs@163 .com，书面材料
寄送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市级
机关综合办公大楼521A房间，
注明潍坊市城市形象标识作
品 ， 联 系 电 话 ： 0 5 3 6 -

8871667。城市标识的征集同期
还将组织开展两项子活动，一
是在全市中小学中，开展“我
心目中的城市形象标识涂鸦大
赛”，二是组织开展“寻找记忆符
号，品鉴潍坊之美”摄影大赛。

征集活动结束后，将组织
专家进行初审，确定入围作品
后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在广大市民和各界人士中展开
讨论，最终邀请专家论证评
选，评出一、二、三等奖，并

颁发荣誉证书，其中一等奖确
定为潍坊市城市形象标识，奖
金人民币10万元。潍坊城市形
象标识一经确定，将正式向全
国发布。在以后的市内重大活
动、城市宣传推广活动以及招
商引资的各项活动中都将使
用，同时也会应用在城市的公
共建筑、城市窗口、特色区
块、城市细节等各个方面，以
此能达到内聚人心，外树形象
的作用。

青州市鑫景源机械厂营业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370781610068512，自办证之日起
从未刻过公章，特此声明。

山东荣利中石油机械

新项目获市发改委批复

本报3月2日讯(记者王庆和 通讯
员蕴新 晓亮)近日，山东荣利中石油
机械有限公司研发设计与技术服务平
台项目获潍坊发改委批复立项，项目
拟申请国家服务业引导资金850万元。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1 . 5亿元，
占地面积31075平方米，建筑面积
18136平方米，建设四层研发楼一
栋，购置先进研发设备84台套。项目
建成后主要用于机械设备的研发设计
与技术服务。项目包括隔膜泵的研制
开发与改造、压裂泵的改造与转型升
级、三缸单作用钻井泵的改造和转型
升级等，同时也对周边相关机械产品
的升级换代提供相应技术支持，还可
以满足其他多种不同机械设备的改造
转型升级与技术服务要求。申请国家
服务业引导资金项目的申报时间紧，
对各项支持性文件的要求高。青州市
人民办事中心发改局窗口为此提前介
入，协调相关部门安排专人帮助完备
手续，并积极到潍坊发改委汇报项目
情况，使得项目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
了批复，为项目申请上级补助资金创
造了有利条件。

老老北北宫宫街街东东段段更更名名为为通通亭亭街街
部分道路指示牌已更名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丛
书莹 杨万卿 李涛 )“这不
是老北宫东街吗，怎么道路
指示牌上改成通亭街了？”2
日，记者从潍坊市民政局获
悉，根据《关于北宫东街道路
更名命名的公告》，将原北宫
东街虞河路至北海路环岛路
段更名为“通亭街”。

2日中午，记者来到北宫
街虞河路交叉口发现道路两
侧的指示牌已经更名为通亭
街，在新华路口以及北海路
环岛路与老北宫街交叉口处
的道路两侧指示牌上也已经
更名为通亭街。而道路上方
指示牌上的“北宫东街”几个
字暂时还没有改变。另外，公

交站牌上的站点名称也还没
有改变，如“北宫街新华路路
口”站点。

2月26日，潍坊市政府门
户网站发布《关于北宫东街
道路更名命名的公告》，公告
中称，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
条例》和有关规定，经潍坊市
政府以潍政复[2014]32号文
批准，将原北宫东街虞河路
至北海路环岛路段更名为

“通亭街”，并将北宫东街东
向虞河路至永春路段(含规划
未建路段)，正式命名为“北宫
东街”。北宫东街虞河路至新
华路段为规划未建段；新华
路至永春路段已建成开通，
具体方位为：东起永春路(潍
柴动力工业园)，西接新华路
南为福寿街，北临桐荫街。

据了解，老北宫东街以
前叫潍烟公路，本来是市郊
的一条道路，后来随着城区
的扩张，这条道路慢慢被容
纳进了城区道路。而新北宫

东街于2008年4月份开始修
建，当时由高新区建设局负
责承建，但是到了2009年5月
份，此路段又交接给了奎文
区建设局负责承建。

潍坊市地名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因两条北宫东街并
存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他
们向市政府提交了更名报
告，并最终得到了审批。道路
指示牌更换工作，已安排到
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实施过
程中。尽管道路名称改了，但
熟悉城区道路的市民都清
楚，目前北宫街与北宫东街
并未完全相通，北宫街成了
两条半截路，北宫东街虞河
路至新华路段不通，依然是
连接不起来，这让很多初次
来潍坊的人依然会犯迷糊。
对此，潍坊市地名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北宫东街有
些路段属于规划未建设路
段，以后可能会将两段北宫
东街打通，连接到一起。

城城镇镇职职工工医医保保门门诊诊实实现现统统筹筹
门诊就医20元以上医药费报销一半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秦
昕 通讯员 谭舒莲 崔逢
莉)2日，记者从潍坊市社保中
心获悉，2014年4月1日起，潍
坊市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门诊统筹，这就意味着全市
156万参保人员在270家普通
门诊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
诊费用按规定予以报销。

为了提高城镇职工门诊
就医便利，从2014年4月1日起
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门诊
统筹，凡符合职工普通门诊统
筹支付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单
次门诊医疗费用超20元以上
的部分，由职工普通门诊统筹

基金支付50%。在一个医疗年
度内，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基金
最高支付限额为500元。

记者了解到，职工普通门
诊统筹基金按每人每年60元
的标准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统筹基金中划转。起步之初，
参保人员个人暂不缴费。

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在解
读相关政策时表示，在城镇职
工医疗保险没有实现统筹之
前，职工前往医院普通门诊就
医只能使用社保卡报销。现在
实现门诊统筹之后，只要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
员，就可从全市270家普通门

诊定点医疗机构中选一家作
为签约医疗机构，单次门诊药
费超过20元以上的部分，便可
报销一半的费用。

工作人员提醒，首次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
员，应在参保当月与选定的普
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签订服
务协议。参保人员也可由所在
单位与选定的普通门诊定点
医疗机构签约，签约时间为每
年1月1日至3月31日。

记者了解到，职工普通门
诊统筹实行签约制，凡未与普
通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签约的
参保人员不享受职工普通门

诊统筹待遇。参保人员在非本
人签约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
门诊医疗费，不纳入职工普通
门诊统筹医疗待遇的支付范
围，住院期间不享受普通门诊
统筹待遇。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参保
人员与选定的普通门诊定点
医疗机构签约后一年内不得
变更。下一医疗年度如需变更
签约医疗机构的，参保人员需
在新医疗年度开始前三个月
内到新选定的普通门诊定点
医疗机构办理变更签约手续；
未办理变更签约手续的，原签
约医疗机构继续有效。

青州市瓜市派出所户籍民警本着
“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服务宗旨，通
过节假日正常上班、电话预约和主动
上门办理业务等多种方式为辖区居民
群众提供及时、周到和热情服务，赢
得社会好评。

记者 王庆和 通讯员 张良 摄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K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