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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安在公园里”，早已成为
现代都市人群的居住理想。以全方
位的自然角度，融入到生活境界之
中，让现代人日益渴望的理想状态
终归于现实。栖居岸边，悠享醇美
时间，昌润?莲城，精心绿化，为住
户打造一个公园里的家。

徒骇河畔 临湖而居

千亩莲湖 醉美人生

碧波浩瀚，一湖倾城。昌润?莲
城内有精心设计社区景观，外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条件。东侧即为
即为耗资53亿元徒骇河景观带的
核心部分——— 占地近千亩的莲湖，
是徒骇河世界运河博览园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被打造成世界滨

水文化博览园、世界运河主题公
园，使之成为山东著名、全国知名
的滨水游览线，成为聊城最具活力
的区域。

居住此处，坐拥千亩莲湖，独
享徒骇河畔愈千米的水岸线，收藏
了徒骇河最美的一段；居住此处，
推窗即见千亩私家湖景，悠长的沿
河丽景、壮阔的湖面，让人身处繁
华尽享湖居之美；居住此处，既能
拥有一个公园里的家，又可以欣赏
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的湖光美景。

顺势自然 坡地景观

公园社区 天然氧吧

昌润·莲城将社区景观设计与

原来的天然地貌融为一体，顺势自
然，巧妙利用3 .2米的地势差与地
形的高低变化，赋予了坡地园林特
有的起伏景观。坡地景观自然轻松
的轮廓线与建筑严谨硬朗的线条
形成鲜明的对比，软化了建筑硬朗
的线条给人带来的生硬和紧张感，
其层次感的增加给人们带来了丰
富的心理感受，从视觉、空间和情
感等多方面获得宜居体验。

小区南北入口采用精美的花
岗岩铺装，中轴线有三大特色水景
观，尽显入口的尊贵感。穿过银杏
林荫大道，来到观景平台，小区内
部景观尽收眼底：5000平米中央景
观花园有中心广场、儿童活动广场
等，充分满足了社区的休闲活动要
求；超大绿萍草地为业主提供了休
闲聚会的便利场所；莲花纹样的铺

装和装饰图案，展示了社区的文化
底蕴；百米的散步景观道步移异
景、曲径通幽；所有的树木花卉各
适其所，于细节刻画中尽显精致的
园林美感。

整个社区绿化面积达9万多平
方米，相当于一个大型公园，社区
东侧是徒骇河滨水景观带，与社区
内部绿化共同构成一座天然氧吧。
园林设计将外围景观与内部园林
充分结合，建筑与景观的完美呼
应，打造出生态、休闲的宜居社区，
让人置身生态公园中尽享社区鲜
氧浓郁的健康生活。

花园生活 休闲自然

四时皆景 举目成图

社区在打造一个5000㎡中央
景观庭院基础上，还精心设计了12
个宅前“私家”花园，使每栋楼前都
有自己的专属花园，在这里，时刻
可享受自然和园林带来的惬意生
活。流畅的曲线小路营造了连绵不
断的景观空间。减少硬质铺装，增
加绿化面积，营造生态自然的休闲
空间，利用微地形弱化对内部花园
得干扰，创造更丰富的空间层次。
宽敞的阳光草坪，不同的苗木品
种，带来不一样的花园感受。社区
苗木采用当地乡土树种，品种丰富
多彩。乔灌草多层次搭配，营造立
体绿化空间。以曲线的构图方式为
主，显现高层社区的空间大气感。
适当搭配果树苗木，尽显别样景
观。居住于此，便可四季尽享美景，
时刻拥有美的享受。

昌昌润润··莲莲城城——生生长长在在公公园园里里的的房房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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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5日，随着“智尊好

声音 海马S5唱响青春”音乐盛典
的激情开唱，海马汽车2 .0时代的最
新力作——— 海马S5 1.5T CVT在深
圳宣布上市。11月8日，海马S5 1 .5T
CVT正式在聊城鲁西科技广场登陆
聊城，众多意向车主、老用户和主流
媒体共同见证了此次上市活动。

海马S5 1.5T CVT此次共推出
智炫型、智骋型、智尊型三款车型，
搭载1.5T HMA GN15-TF发动机，
官方指导价为：10 .68万元-12 .38万
元。目前，已有少量新车到店，欢迎
新老用户前来赣州金海试乘试驾，
感受海马S5 1.5T CVT的澎湃动力
与卓越品质!

海马S5 1 .5T CVT定位为“新
智驱SUV”，是海马汽车旗下首款搭
载涡轮增压发动机全新SUV，专为
自信青春、坚持志趣、有梦想、有目
标的80、90后都市新玩家量身定制。

进入2 .0时代以来，海马汽车在
战略布局、品牌营销、产品开发、技术
应用、市场表现上取得了全面突破，
展现了海马汽车的全新形象，更精确
诠释了“新平台，新产品，新技术，新
形象”的品牌形象与内涵。此次海马
S5 1.5T CVT的上市，也兑现了海马
汽车在之前提出的“将有更多车型搭
载T动力技术上市”的承诺。

坚持“品质至上 技术领先”造
车理 念的海马汽车，也一直致力

于品牌年轻化的打造，在营销模式、
营销内容的创新上更是从未止步。
比如本次采用音乐盛典的形式进行
新车上市发布，就赢得了众多80、90
后年轻人群的热烈追捧，更是在创
新上又取得了新成果。

接下来，“智尊好声音 海马S5
唱响青春”音乐盛典系列演出还将
在全国范围内陆续进行。海马汽车
赣州金海销售服务店也将第一时间
公布演出时间、抢票信息等，感兴趣
的消费者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
狂欢机会。现在购车，还有全新推出
中国红、马里亚纳蓝等8种时尚车身
颜色可选，更有机会获得神秘惊喜
等你来。

聊城市999个村，7个城市社区党支部完成换届

1100名名女女性性出出任任党党支支部部书书记记
本报聊城11月13日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魏晓倩)
13日，记者从聊城市推进女性进
村、城市社区“两委”工作座谈会
上获悉，截至目前，全市999个
村，7个城市社区党支部完成换
届，有10名女性出任党支部书
记。

据介绍，聊城共有6244个行
政村、126个城市社区集中进行
第十一届村、城市社区“两委”
换届。各县(市区)“两委”换届大
都处于选民登记阶段，截至11
日，完成村党支部换届999个，女
性进支部146人，其中女支部书
记9人；城市社区党支部换届7

个，女性进支部7人，其中女支
部书记1人。完成村委会换届选
举 24个 ，女 性 进 村 委 会 达 到
100%。

聊城市制定相关实施意见，
明确要求“两个100%”和“两个提
高”工作目标；新发展党员中，女
性要占到30%以上。注重挖掘培
养后备人才，全市各级培养“优
秀女村官”、“科技致富女状元”、

“创业就业女标兵”、“优秀女党
员”等2000多个。

据了解，为进一步了解6014
名女村官履职情况，聊城市妇联
用两个月进行专题调研，形成调
研报告，并组织培训，目前聊城

八县(市区)首轮培训已全部完
成。根据调研情况，也发现目前
存在的现实问题，市妇联将对全
市女性进“两委”工作实施动态
关注，在全面掌握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细化工作预案，稳步跟进，
做足保障。

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环
节，争取选举委员会中有一定比
例的妇女。在选民登记环节，组
织有选举权的妇女积极参与选
举，重点组织做好户籍不在本
村、但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妇
女人才参加选民登记，扩大选人
视野，确保候选人中至少有一名
妇女等。

市市县县乡乡三三级级妇妇联联工工作作经经费费
全全部部列列入入财财政政预预算算

本报聊城11月13日讯(记
者 刘云菲 通讯员 魏晓
倩 ) 13日，记者从座谈会有
关乡镇妇联工作经费情况汇
报了解到，目前，市县乡三级
妇联工作经费全部列入财政
预算，东昌府区、东阿县超过
妇女人均1元的标准。同时，将
设立困难妇女儿童群体专项
工作经费。

目前，全市136个乡镇(街
道)经费预算合计417 . 6万元。
按3 . 5万元列支的乡镇有30

个，3万元的有79个，2 . 5万元
的有27个。其中阳谷县侨润
街道和博济桥街道经费10万
元。经费使用情况：在调研中

了解到，乡镇妇联经费20%用
于教育培训，40%用于宣传表
彰等“三八”“六一”活动，20%

用于维权和志愿服务等，10%

用于征订购买学习资料和妇
女报刊等，10%用于其他。

在管理经费采取的措施
中，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11

月底前，县乡妇联都要上报
经费预算申请，确保工作经
费按标准列入2015年同级财
政预算。加大对贫困妇女的
帮助扶持力度，设立困难妇
女儿童群体专项工作经费，
帮助特困家庭妇女解决生产
生活难题，促进妇女儿童全
面发展。

老老人人迷迷信信““驱驱邪邪””被被骗骗55万万元元
本报聊城11月13日讯(记

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刘常
慧 曲付冰 ) 近日，家住聊
城城区的董女士，只因相信了
骗子的“驱邪”迷信，不料被骗
走5万元钱及2000元的金项
链。

65岁的董女士家有几间
空房，老两口商量租出去两
间，以填补生活需求，但租房
广告贴出去一个多月也没人
光顾，老两口非常着急。12日
中午，董女士遇到一想租房的
男子，对方叫来一个50多岁男
子帮其看房。之后，50岁男子
脸色突变，说房子不能住，需
驱邪免灾，遂作起法来，并让
董女士拿出一些现金来压住
邪气，还让其把家里所有“金
器”拿来一块压。

董女士不知是骗局，把脖

子上的金项链及家中为孙子
准备的五万元学费全部给了
该男子。男子将钱和金首饰全
部包起来藏到董女士和老伴
睡觉的枕头下，说半个小时内
不准看，半小时后，房子的邪
气全部被消除。董女士在等待
过程中，男子和租房人说要去
买盒烟，回来就订租房合同。
可董女士等了约一小时，还不
见二人回来，才发现枕头下的
5万元钱及金项链全部不见
了。董女士感觉被骗，急忙拨
打110报警。

东昌府特巡警大队民警
闻警迅速到达现场，并在周围
寻找租房的两名男子，但未
果。民警告诫董女士及广大市
民，这是骗子使用的一种骗人
方法，市民千万不要上当，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聊聊城城铁铁路路版版《《小小苹苹果果》》爆爆红红网网络络
边唱边跳清新演绎铁路行车安全

本报聊城11月13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杨邦
民 ) “行车工作天天干，责任
意识最关键，时刻绷紧安全的
弦，车辆线路仔细看……”熟
悉的《小苹果》旋律不变，但歌
词说的却是铁路严抓安全行
车铁路职工奉献旅客的精神。
不到三天时间，网络点击率已
近万。

伴着《小苹果》清新明快
的旋律，聊城车务段拍摄的铁
路安全标准作业MTV，很快就
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的目光。
与铁路行车安全紧密契合的
歌词，搭配上铁路行车过程的
实景视频，伴随着铁路职工激
情欢快的歌唱，将职工重视安
全、甘于奉献、快乐工作的精神
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让“神秘”
的铁路工作更加明晰起来。

网友“卖女孩的小火柴”
评论说，铁路版《小苹果》让大
家更清楚地了解了铁路工作，
也理解了铁路人的不易。网友

“小星星”说，以前总觉得铁路
人爱板脸，没想到他们也有活
泼的一面，这几年铁路服务越
来越好了，看铁路版《小苹果》
也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变化。

济南铁路局聊城车务段
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视频
是铁路职工自编自演的，因为
职工的工种、工作时间、工作

地点各不相同，有些职工甚至
要从距离聊城一两百里的工
作地赶来，所以拍摄花了半个
多月的时间。聊城车务段在济
南铁路局应该是首个利用《小
苹果》旋律，将铁路行车安全
和铁路职工爱岗敬业、快乐工
作、追求卓越的精神拍摄成视
频的。

头条相关

铁路版《小苹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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