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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黄黄河河岛岛荣荣膺膺国国家家44AA级级旅旅游游景景区区
成无棣县首个、全市第四个4A级景区

本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明
秀云 杜秀峰 记者 王晓霜)

近日，从全国旅游景区评定委
员会传来喜讯，滨州市黄河三角
洲生态文化旅游岛 (简称黄河
岛)顺利通过国家旅游局评审，
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黄河岛景区，位于山东滨州
市无棣县东北部，濒临渤海，是大

禹治水疏通九河的入海处，因地
处黄河三角洲腹地、黄河故道而
得名。景区总面积25 . 9平方公里，
地貌独特、河海环绕，灌木满岛、
原始生态、气候宜人，湿地生物资
源丰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其
中不乏国家级保护珍禽。黄河岛
整个景区建设以黄河文化为轴
心，以海河水系、原始生态、岛屿

特点、河渠环绕为依托，以保护生
态、回归自然、享受绿色为目标，
定位“文化圣地，度假天堂，一湖
百岛，自然风光，生态农业，齐鲁
绽放”；构建“五园一区一中心”，
打造宜居，宜游，宜创，宜梦”并辅
以娱乐休闲和文化养

景区主要景点有仙人渡、苇
塘风清、柽柳仙踪、百果园、绿林

氧吧、幸运花海、苇海潮音、红海
滩等，景观多元，类型丰富，集知
识性、趣味性、观赏性、体验性、
娱乐性于一体，是旅游观光、休
闲度假、文化养生的理想胜地。

据了解，黄河岛国家4A景区
是无棣县成功创建的第一个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加上杜受田故
居、惠民孙武古城旅游区、邹平

县鹤伴山森林旅游区，至此滨州
市已有4个4A景区了。黄河岛之
前曾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
村旅游五星级示范基地、全国十
佳休闲农庄、全国休闲渔业示范
基地、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
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国家
湿地公园、山东省首批畜牧旅游
示范基地。

首首家家滨滨州州民民间间公公益益组组织织有有““户户口口””了了
星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成立，成全市首个完成注册的公益组织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22日上午，市民政局批
复滨州市第一家民间非企业法
人公益组织——— 滨州市星火公
益事业发展中心正式成立，这是
全市第一家独立注册的民间公
益组织。

本报之前以《获了全国先
进，仍然难注册》为题，报道了
滨州市星火义工注册难的问
题，22日上午，这个曾经获得过
全国先进的民间公益组织终于

注册成功。22日下午，滨州星火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成员安强告
诉记者，2014年开始知道可以
独立注册后，他们就成立了三
个人的专门注册小组负责这个
事情，“因为这个审批制度是很
规范严格的，我们为了注册交
了18份材料，用了两周的时间
就批下来了。”

注册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曹
威光介绍，注册成功后，他们可
以直接和基金会签订协议，联合

完成公益项目，还可以独立承担
责任，“我们有自己的理事会，有
规范的框架，制定了很多规定，
我们以后就按照章程来做公
益。”关于星火公益事业发展中
心成立后的资金管理问题，安强
表示，不定向地在社会上募集资
金是不允许的，但是可以接受捐
助，“我们成立了监事会，监督我
们的工作，市民政局每年也会进
行账目审查，我们的所有资金使
用都在网上公布，做到账目透

明，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据了解，从2007年成立开

始，星火义工的负责人就开始为
了注册的问题去相关部门咨询，
因为只能挂靠在指导单位下，一
直没有成功，2013年几个和基金
会合作的公益项目都没有办法
继续。注册成功后，安强表示，现
在他们有了合法的身份，以后可
以独立进行公益项目，“再有冒
充我们的，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来维权了！”

豪豪德德第第二二届届家家装装节节开开幕幕
恰逢豪德纺织布匹市场隆重开业，特此举办纺织品展销会

本报讯 4月19日，豪德
第二届家装节暨纺织品展销
会在滨州豪德贸易广场隆重
开幕。本次家装节受到了滨城
区人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副区
长马书花，区政协副主席、区
委统战部部长岳玉武等一行
出席了本次活动的开幕式，滨
城区服务业发展局局长孟庆
泉为本次开幕式致辞。

滨城区服务业发展局局
长孟庆泉在讲话中肯定了豪
德的商业模式及豪德一直以
来对于滨州商贸物流发展所
作出的贡献，并希望豪德人能
继续发扬豪德精神为滨州市
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作为滨州地区规模大、业
态全的商贸物流集散地，滨州
豪德贸易广场首期开发用地

479亩，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
米，投资约6亿元人民币，是集
商品交易、物流配送、电子商
务、金融、仓储、星级酒店、商
务办公、生活娱乐等功能为一
体的综合性商贸物流集散地。

本次活动有板材木材、纺
织布匹、陶瓷卫浴、五金机电、
油漆化工、家具家电、家装门
业、厨具橱柜和百货副食的九
大业态百余商家参展，活动参
展商之多，涵盖业态之广，商
家优惠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
例。

据了解，本届家装节将从
4月1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
3日。此次家装节开幕恰逢豪
德纺织布匹市场隆重开业，特
此举办纺织品展销会。开幕式
汇集了舞蹈、歌曲、杂技等表

演，而一场别开生面的纺织品
走秀更是抢尽众人眼球，把活
动推向了高潮。此外，活动现
场人头攒动，商品玲琅满目，

价廉质优的各类商品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来选购，不少市民
都在豪德买到了称心如意的
商品。

豪德第二届家装节暨纺织品展销会开幕式现场。

““中中央央公公园园··魅魅力力天天使使””等等您您代代言言
为横店院线选拔演员，数十辆顶级豪车将亮相选秀颁奖晚会

本报讯 22日下午，记者
在“中央公园·魅力天使”形象
代言人暨世界顶级豪车秀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中央公园自4月
23日起启动“中央公园·魅力天
使”形象代言人暨世界顶级豪
车秀活动。

此次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4月23日-5月11日为魅力天使
招募阶段，本阶段将为中央公
园招募形象代言人以及为合
作伙伴横店院线选拔储备演
员，活动面向全社会，没有任
何费用，只要你敢于秀出自
己，就有机会获得中央公园形
象代言权及5000元现金大奖，
更有可能借助横店的平台踏
入演艺圈。5月17日晚上将举
行世界顶级豪车秀暨“中央公
园·魅力天使”形象代言人选
秀颁奖晚会，届时活动现场将
会有数十辆世界最顶级豪华
跑车亮相。活动现场将举行有
趣的砸金蛋活动，参与活动即
有机会获得乐视Max70超级
电视、苹果笔记本电脑、i P ad

等奖品。晚会还邀请了山东著
名主持人阿速倾情助阵。在线
下活动进行的同时，微信投票
活动也将同期启动，凡关注中
央公园官方微信bzzygy，并对
魅力天使进行投票的微友，均
有机会获得山地自行车、飞利
浦榨汁机、美的烤箱等奖品。

魅力天使报名方式：持本
人有效身份证、学生证或毕业
证、获奖证书原件及本人5寸生
活照片到中央公园售楼中心填
写报名表。

据了解，中央公园项目前
已经进入内装收尾阶段，开业
在即，为了方便客户来售楼中
心看房以及更全面的展示项
目，中央公园售楼中心将搬迁
至项目所在地。富泰国际·中
央公园为滨州市1010工程重
点项目，建筑面积为 2 8万平
米，整体采用欧式风情建筑风
格，运用世界领先的BLOCK
街区设计理念，打造全业态休
闲购物广场。项目全面规划有
街区商业、住宅、步行街等，注

重满足消费者在享受购物的
同时对休闲、观景的打造,创造
全城第一个公园体验式购物
中心。浙江横店影视城以及银
座购物广场两家大型商业的
进驻，为本项目的发展增添了
活力，同时也吸引了各大品牌

商家的注意，国内顶尖品牌百
丽、杰克琼斯、高第街 5 6号、
ONLY、达芙妮、拉夏贝尔、哥
弟以及国际一线品牌必胜客、
屈臣氏、GUCCI、COACH、麦
当劳等国际一线品牌也即将
入驻项目。

3个卫生项目
顺利通过审批

本报4月22日讯(通讯员 魏
婧 记者 王晓霜) 近日，滨州
市人民医院儿科用房项目、滨州
市中心医院门诊医技楼项目和阳
信县人民医院门诊病房楼项目3
个卫生项目获得山东省工程咨询
院专家组同意，顺利通过评审。据
了解，3项目有望争取到中央资金
5700万元，截至目前，滨州市首次
超越享受中西部政策的临沂市成
为全省卫生项目争取资金和数量
最多的市，实现历史性突破。

滨州市人民医院儿科用房项
目拟将原外科病房楼改造为儿科
业务用房，建设规模21300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5500万元，其中申
请中央预算内资金1500万元，占
总投资27%；滨州市中心医院门诊
医技楼项目建设规模25760平方
米，项目总投资12068万元，其中
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3100万元，
占总投资26%；阳信县人民医院门
诊病房楼项目建设规模23400平
方米，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其中
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1100万元，
占总投资16%。3项目建成后，将进
一步提升滨州市医疗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增强医疗服务综合
实力，保障当地人民群众享有更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阳信县洋湖乡
规范计生档案

本报讯 做好村级计划生育
档案工作是实行村级计划生育政
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
重要保障。为村级实行计划生育
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创造了良好环境。近日，洋湖乡计
生办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提升计
划生育村级档案管理水平。

加大培训，提高档案资料管
理意识。开设村级档案管理培训
班，加大了档案管理的可操作性。
使计生专干、妇女主任不断深化
对档案规范化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提高对档案资料的重视，并通
过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提升计划生
育整体工作能力。

统一配备档案盒，按照档案
整理科学分类、整齐规范的要求，
对计生档案进行分档、建档、归
档、存档，真正做到档案查阅快捷
方便。

提高档案资料管理质量。严
格按照村级计生档案的标准要
求，将档案规范管理工作目标责
任到人、细化任务。定时集中收集
全乡97个村的档案资料，统一审
查，规范内容，提高档案资料的信
息质量。 (通讯员 张翠平)

富泰置业总经理李刚在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U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