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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看房团本周六又要
启程了！之前参与看房团的市民
对青岛海岸线的宜居环境、合理
的项目规划以及美轮美奂的样板
间赞不绝口，纷纷表达了要在青
岛投资置业、退休养老的想法。

近期中国地产大鳄在青岛
新品项目频出，本报此次推出
精品看房团，5月3 0日，将带领
市民参观地产大鳄星河湾集团
在青岛的首个高端项目以及坐
落西海岸凤凰岛旅游度假区内
的缦沙半岛、科达·天意华苑别
墅新品。

青岛星河湾

星河湾集团，始创于公元一
九九四年七月。以品质为本，旨
在做优质生活方式创领者。星河
湾以“坚守品质”为企业使命！星
迹遍布全国。自“北、上、广”三大
中国城域一路而往。集团已在太
原、成都、澳门、沈阳、常州、西安
和青岛等文明之地筑基立鼎。

青岛星河湾为青岛带来前

所未有的优质生活方式，更改写
了青岛豪宅的层高、豪宅造园
史、装修标准和精英生活圈层。
据悉，此次独具匠心的青岛星河
湾，创造九项青岛社区之最：

一、拥揽2 . 8公里青岛楼盘最
长私家海岸线，骑海木栈道

二、最极致工艺装修标准，
全球选材

三、呈现全球同纬度最美园林
四、水系最丰富的住宅社区
五、青岛最宽120米楼间距
六、最高3 . 9米层高
七、最大社区室外泳池
八、最具专业水准网球场
星河湾主推的135m2、180m2、

265m2、320m2、400m2五大明星户
型也备受热捧。全成品殿堂级精
装交楼标准、实景园林景观、已
投入运营的星河湾酒店。

缦沙半岛

缦沙半岛坐落于西海岸凤
凰岛旅游度假区内，与青岛隔
海相望。目前，涵碧楼酒店、希

尔顿酒店、悦榕庄酒店、城投酒
店等国际一线酒店集团都在凤
凰岛落户。在项目西侧一公里，
是我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
景最美、号称“亚洲第一滩”的
金沙滩。

项目总建筑面积 9 8 5 3 2平
方米，所属区域是凤凰岛的限
制开发地段，以后不会再有项
目开发。缦沙半岛也是整个西
海岸唯一一座70年大产权的别
墅项目。

整个一期项目由49栋褐石
别墅和4栋英式观海洋房组成。
社区平均容积率为0 . 8，别墅部分
容积率仅为0 . 46，是青岛目前容
积率最低的高端住区。在社区内
规划了为金砖国家商务交流专
用的俄国城堡式酒店、金砖会展
中心、顶级会所和国际化办公场
所、商业街及幼儿园等，来满足
业主生活的日常需求。

别墅的地上面积为180-280

平方米，洋房的地上面积为130-
160平方米，地下面积为115平方
米，无论别墅还是洋房，全都采

用层层退台设计，确保每一户都
有大面积的露台赠送，使您站在
露台上足不出户即可欣赏到社
区园林的美景和周边山林郁郁
葱葱的景象。

科达··天意华苑

科达·天意华苑位于青岛西
海岸新区CBD核心区，灵山湾
海 滨 大 道 以 北 ，是 一 座 以 高
端、私密、宜居、亲海、智能、低
碳为特色的现代滨海风情社
区 。项 目 涵 盖 私 密 四 合 院 别
墅、双拼别墅及全海景精装高
层等多种建筑形态，秉承“天
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专为层
峰人士缔造的百年基业大宅。

项目紧邻青岛东方影都
和新区管委会，沿项目北侧泰
山路上的新区地铁和城际轨
道，便捷交通将极大拉近天意
华苑与青岛主城区的距离，天
意华苑升值潜力日趋明显。

项目总建筑面积 4 7 万平
方米。绿化率40%以上。整体规

划呈“一显一隐”宜居布局：别
墅掩映于郁葱园林之中，若隐
若现；揽景高层确保在低层位
置即可望山观海，景观视野极
佳。沉稳大气的外观、质朴内
敛的格调，传达隽永的贵胄品
味。

科达集团多年来一直把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振兴作
为企业的重要使命，引领中国
式居住理念的回归，目的是让
传统院落式居住文化在青岛
黄金海岸线落地生根，真正在
岛 城 掀 起 一 阵 持 久 的“ 中 国
风”，与项目西部的东方影都
形成“西有现代影视文化，东
有传统民居艺术”的区域文化
产业格局。项目融合了胡同、
天井、影壁墙等诸多传统建筑
元素，把中国延续千百年的青
砖灰瓦式建筑格调转变成高
端别墅住宅项目，简洁古朴的
建筑风格在岛城独树一帜，享
有“海边的中国院子”的美誉，
吸引着许多中国文化居住爱
好者。

本本报报赴赴青青岛岛免免费费看看房房团团周周六六再再发发车车
带您品鉴高端项目星河湾、缦沙半岛、科达·天意华苑，报名电话：6120599

山东省大学生辩论赛于5月24

日上午在山东理工大学圆满落幕。
本届辩论赛是第十四届山东省

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主要赛事之
一，自5月22日开赛以来，历经初赛、
复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来自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理
工大学等38所高校代表队的200余
名辩手在赛场上交锋。最终，山东大
学代表队荣获冠军。本届比赛参赛
队伍之多、辩论水平之高创下历史
新高。

本报通讯员 傅诚洲 董超一
摄影报道

200余名辩手

理工大交锋

本报讯 近日，沂源县历山街
道新城路小学在以往家访经验基础
上，出台家访新思路。这次家访活
动，学校领导、班主任和所有任课教
师全员参与。这次活动主要以教师
登门家访为主，通过集中家访，了解
学生成长环境、思想动态及校内外
表现，传递育人新思想，营造有利于
学生成长的氛围，提高社会与家长、
学生对学校教育的满意程度，把教
育行风建设推向新的台阶。

(周从容)

本报讯 沂源历山街道新城路
小学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特举
行美术手工作品制作大赛。

本次比赛活动旨在培养孩子们
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意识，同时提高
孩子们的审美情趣。

活动时间为5月10日至5月31

日，6月初学校组织评选活动，对获
奖作品颁发证书，并记录班级量化
考核。通过这一活动，让学生更加关
注环保，更加热爱生活。

(周从容)

本报讯 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
小学自成立名师工作室以来，在
周君老师的带领下，确定课题，进
行 了“ 名 师 示 范 课 ”“ 成 员 研 讨
课”、“培养对象观摩课”、“评课”
等一系列的活动。

(刘艳艳)

本报讯 近日，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小
学开展“包水饺”实践活动。师生共同合作，和
面、拌馅、团面团、擀面饼、包饺子，忙得不亦
乐乎。中午，大家齐聚学校食堂，一起品尝了
自己亲手包的水饺，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仅学到了本领，体会
到了劳动的乐趣，同时增强了动手能力和合
作能力，还体验了母亲的辛苦。 (刘艳艳)

本报讯 为营造和谐有序、文明健康的
校园氛围，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开展道德讲
堂活动，向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学习。

此次道德讲堂以“孝老爱亲、执着奉献”
为主题，观看了“爱心妈妈陶艳波”、“孝女朱
晓晖”、“两弹一星功勋于敏”等视频，他们的
无私大爱、执着奉献深深震撼着每一位学生。
通过此次活动，全体学生深受教育，表示将以
这些人物为榜样，珍惜时光，奋发向上。

(沈花玉 崔君玉)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 刘光
斌 通讯员 张爱英) 花38万
元安装的进口品牌空调机达不
到技术要求，找到生产厂家，却
被认定为冒牌货。

一段时间以来，淄博一家新
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高
先生一直非常纳闷，公司花38余
万元安装的一台“约克”牌组合

式空调机组始终无法达到技术
要求，多次找负责采购安装的公
司也一直无法解决，无奈之下，
他找到生产厂家，生产厂家却认
定“约克”牌组合式空调机组是
冒牌货，高先生急忙向淄川公安
分局经侦大队报了案。

淄川警方展开调查。原来，
淄博某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与淄博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
2012年9月签订了美国约克品牌
组合式空调机组的采购订单合
同。合同签订后，因当时美国约
克品牌的组合式空调机组订货
周期长，无法立即安装，淄博某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
擅自从江苏购进了一台同等功
能的其它品牌的组合式空调机

组，并找人制作了相关约克品牌
的标志贴到了这套空调机组上。

据了解，淄博某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之
规定，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2015

年5月，淄博某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的直接主管责任人裴某某被淄川
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3388万万进进口口空空调调机机组组竟竟是是冒冒牌牌货货
负责采购安装的公司嫌从国外采购周期长，组装国产机顶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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