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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即将临近，对于购房者
来说，十一无疑是一年当中最为珍
贵的黄金时机。由山东汇利置业有
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汇利·幸福里迎
合国庆庆典，为回报水城金秋购房
者，汇利·幸福里现推出“国庆抽大
奖、购房送车位”盛大优惠活动，本
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10日，有意向
购房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购房良
机。

29日上午，在汇利·幸福里营
销中心内，前来看房的市民把售楼
沙盘围得严严实实。“我看了幸福
里的沙盘，楼间距很大，而且户型
也不错，小区位置也很好，环境各
方面也都挺不错，而且这次活动也
十分优惠。”前来看房的刘先生说，
趁着现在优惠他打算在幸福里买
套房子。

记者了解到，9月28日至10月
10日，汇利·幸福里推出3重惊喜回
馈新老业主:活动期间购房者交3
万抵4万、交5万抵7万、交10万抵13
万再送5平方米的储藏室、交20万
抵23万再送价值10万元的车位;活
动期间到访的客户均有精美礼品
相送;此外，老业主推荐新客户看
房成交即送3000元大礼包。

同时，该项目还将于10月28日

进行抽奖活动，其中一等奖一名奖
励现金2万元、二等奖2名奖励现金
1万元、三等奖5名奖励现金5000
元，所奖励现金均直接抵房款。

汇利·幸福里——— 水城首席人
工增湿生态城

汇利·幸福里是汇利置业大手
笔打造的大型生态社区，通过专业
化经营高档社区，坚持“以客为本”
的发展原则，用品质诠释现代居住
理念，争创优质放心工程，把汇利·
幸福里建设成高质量、高品位的楼
盘。尽力带给客户极致体验，全力
创建舒适的社区环境。

汇利·幸福里坐落于花园路北
首，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
米，共18栋高层，由6栋18层、10栋
24层、2栋28层花园电梯洋房组成，
小区内绿化率55%，以拥有南北两
大休闲广场(南广场13000平米、北
广场20000平米)的园林景观设计、
独具匠心的典雅建筑为您绘就珍
品水岸生活。周边和小区相关配套
设施完善，就医、上学、购物、交通
十分便捷，「幸福里」融合人与自
然，得天时地利人和。

汇利·幸福里小区拥有目前聊
城房地产市场上唯一的空气净化
增湿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的净化

空气，明显降低空气中PM2 . 5的浓
度，增加空气湿度，为居住者创造
一个犹如海边的凉爽湿润的生态
环境，从此再也不怕干燥、无惧雾
霾！

项目周边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丰富

汇利·幸福里项目东靠二干
渠，西邻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南依
电大路，北至财干路，坐拥城北学
区板块，雄踞两河四路之间，环境
优美、交通便利。从现场可以看到
财干路项目北路段基本修好，财干
路是聊城北部贯穿市区东西方向
的一条主干道，修通后东至光岳
路，西接昌润路，为居民的出行和
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和快捷。

小区南北两区之间建有商业
门面及超宽步行街，大大满足了居
民的生活需求，方便业主生活。小
区内设农贸市场、幼儿园、老年活
动中心，是一个集商业、教育、休闲
健身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社区，生
活配套完善，舒心无忧享受幸福新
生活。小区周边教育资源丰富，从
小学到大学一应俱全，社区幼儿
园、光明小学、三中分校、职业技术
学院座落周围，财校、市委党校、广
电总局矗立于此，形成了浓郁的文

化氛围。项目西临的聊城职业技术
学院，现已成为综合性地方高校，
成为聊城市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
的重要基地，为我市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另
外三中分校新校区已在9月1日正
式开学，距幸福里约有5分钟车程。
随着二干渠景观带的建成，电大
路、财干路相继贯通，汇利·幸福里

凭借丰富的教育资源、浓厚的文化
氛围以及周边丰富的配套设施，未
来必将具备无限升值空间！

汇利·幸福里目前火爆认筹
中，55-138m2极致户型恭迎鉴赏，
这个国庆佳节，在金色阳光下，汇
利?幸福里将更大的优惠政策与惊
喜好礼回馈水城购房朋友，欢迎您
前来品鉴！ (张召旭)

购房送车位 国庆抽大奖

汇汇利利··幸幸福福里里十十一一钜钜惠惠闪闪耀耀而而来来火火爆爆全全城城

29日，众多市民正在幸福里选房。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摄

本报聊城9月29日(记者
张跃峰) 30日是我国首个“烈
士纪念日”，聊城市将在聊城烈
士陵园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烈士
公祭活动，以缅怀纪念烈士的
丰功伟绩。作为革命老区，各个
县(市、区)当天也将举行烈士
缅怀活动。

据介绍，今年8月31日召开
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将9月30日设立为烈
士纪念日。在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
深入开展烈士纪念日纪念活
动，对于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风
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为此，聊城市决定30
日上午在聊城烈士陵园烈士纪
念广场举行烈士公祭活动。

作为革命老区，聊城各个
县(市、区)还有着包括鲁西北
地委旧址等在内众多的红色遗

迹。首个烈士纪念日当天，除了
聊城市将组织相关公祭活动
外，各个县(市、区)也将同时举
办烈士公祭及缅怀活动。其中，
茌平将在县烈士陵园举行烈士
纪念公祭活动，县里为此还专
门成立烈士纪念日活动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
应急预案，落实工作责任，确保
祭扫工作有序进行。美化服务
环境。组织全局工作人员对陵
园内各种花草进行修剪，清除
各类卫生死角，重新描漆烈士

墓碑，并对烈士纪念碑进行全
面保洁，确保陵园以优美的环
境迎接前来祭扫的各界人士。
提供优质服务。加强讲解员的
专业知识培训，提前对电器设
备进行调试检修，编写革命烈
士事迹宣传材料，提供鲜花、花
圈、党旗、国旗和音响设备等，
全力为祭扫群众提供热情周到
的服务。

另据了解，国庆节当天聊
城市还将在人民广场举行升国
旗仪式。

聊聊城城今今日日举举行行烈烈士士公公祭祭活活动动
10月1日还将在人民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李军 ) 山东省政府网站通

报了2014年第二次全省“整治
违法排污企业 保障群众健
康”环保专项行动检查情况。

据了解，2014年6月至7月，
省政府组织开展了2014年第二
次全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
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

本次环保专项行动以大
气污染防治为主题，采用明查
暗访、独立调查等方式，重点

围绕能源结构调整、淘汰落后
产能、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扬
尘污染整治等方面进行了现
场检查。

检查发现，有71家企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超标严重，有的
治污设施未建成，有的治污设
施运行不正常。其中，聊城市茌
平信发热电有限公司外排废气
SO2浓度2093mg/m3，超标
9 . 46倍。

公布的大气污染物超标排

放的企业名单中聊城有五家，
分别为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
司、茌平信发热电有限公司、茌
平信源铝业有限公司、茌平信
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东阿东
昌焦化有限公司。

2014年度进展滞后的重点
大气减排项目为20个，名单分
别为：山东聊城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5#、6#机组脱硝项目未开
工，茌平信源铝业有限公司1#
机组脱硝未开工，山东信发希

望铝业有限公司1#、2#机组脱
硝未开工，茌平信发华宇氧化
铝有限公司1#、2#、3#机组脱
硝未开工，临清运河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1#、2#、3#机组脱硝
未开工、临清德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1#机组脱硝未开工，中
冶银河纸业有限公司自备电厂
1#、2#、3#、4#、5#机组脱硝未
开工，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自备电场1#、2#、3#机组脱硝
未开工等。

山东省通报2014年第二次环保专项检查情况

聊聊城城五五家家企企业业污污染染物物超超标标排排放放

今年9月30日国家首个
烈士纪念日，武警山东总队
聊城支队开展“缅怀革命先
烈 献身强军实践”系列活
动。

今年9月，国家民政部公
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
英烈和英雄群体中，聊城就
有范筑先、张自忠、金方昌、
徐宝珊、马本斋5名英烈位列
其中。武警山东总队聊城支
队始终把丰富的红色革命遗
址作为感染熏陶官兵的宝贵
资源，组织官兵参观范筑先
纪念馆、瞻仰民族英雄张自
忠，拜谒鲁西北革命旧址。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柳凤春 摄影报道

缅缅怀怀先先烈烈

本报聊城9月29日讯(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美丽 ) 29

日，记者在全省综治主题创建活
动推进片会上获悉，全市各级财
政投入已达2 . 8亿元，监控探头总
数达到11 . 5万个，重点区域路段
实现了全覆盖。

据悉，为从根本上预防犯罪，
减少案件，夯实社会稳定根基，聊
城结合全市实际，研究制定了《关
于开展“无命案、无刑事案件、无
个人极端事件、无进京非访”乡镇
(街道)、村居(社区)创建活动的意
见》，并于7月25日，召开了全市综
治主题创建活动动员大会。截止
到9月20日，创建活动已取得明显
成效，全市135个乡镇(街道)没有
发生个人极端事件，无命案的达
到112个，覆盖率80%；无进京非访
的达到106个，覆盖率78 . 5%；全市
6388个村居(社区)，无刑事案件的
达到4836个，覆盖率75 . 7%。

在城区，加大街面巡防管控
力度，建立公安巡警、武警联勤机
制，24小时不间断巡逻；在农村，
充分发挥综治巡防维护农村治安
稳定的作用，共组建综治巡防中
队563支，队员4674名，配备专用
巡防车1241辆，为巡防车辆安装
GPS卫星定位系统820套，农村地
区可防性案件得到有效遏制。大
力推进视频监控全覆盖工程。全
市各级财政投入已达2 . 8亿元，监
控探头总数达到11 . 5万个，重点
区域路段实现了全覆盖。通过视
频监控系统破获各类案件482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86名。

此外，全市135个乡镇(街道)

全部建成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中
心集综治维稳、司法民调、户籍管
理、民政服务、劳动保障等功能为
一体，实行“一站式”业务办理。

聊城提出了“四无”创建活动
的目标，确定利用三年的时间，全
市85%以上的乡镇(街道)、90%以
上的村居(社区)实现无命案、无
刑事案件；8 0 %以上的乡镇 (街
道)、90%以上的村居(社区)实现无
进京非访案件；85%以上的乡镇
(街道)、95%以上的村居(社区)实
现无个人极端事件。

全市监控探头

达11 . 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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