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标准运营的精品地
产领导者、中国“民生地产”的践行
者，中国家庭置业的“首选者”，恒
大集团18年内在中国的150多个主
要城市成功开发了几百个精品项
目，受到了数百万恒大业主的青睐
与认可。聊城恒大名都秉承恒大集
团打造精品豪宅的开发宗旨，以国
际一流的设计、一流的规划，一流
的品质，还有一流的配套与服务，
倾力打造水城首席豪宅品牌。无论
是项目规划设计、建筑施工、还是
景观营造、物业管理等，都选择与
国际国内一流企业合作，产品品质
得到了有力保障！如此高的品质，
恒大名都在定价上心系民生，真正
回馈水城购房者。项目依然沿袭恒
大地产集团“开盘必特价，特价必
超值”的民生理念，真正让利于业
主。所推售的房源面积在106-150
㎡之间，为市场主流户型，并送
1500元/㎡豪装。超高的品质，加上
合理的价格，项目在水城火爆销售
也就不足为奇了。

航母配套全城羡仰
聊城恒大名都，延续了恒大产

品一贯的“实景园林+航母配套+
9A精装”的精品人居理念，而这正
是水城楼市所稀缺的，水城人民所

期待的。恒大名都拥有5200㎡白金
私属会所，会所一层配有超市、茶
餐厅、商务中心。会所二层配有棋
牌室、浴足室、棋牌室、美容院、美
发室等。会所三层配有跆拳道、器
乐室、舞蹈室、钢琴室、陶艺室、美
术室。真正打造一站式便民配套，
为业主提供全方位服务。另外恒大
名都还配套约2000㎡国际风情商
业街、1000㎡森林广场、物业服务
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两大服务中
心为客户及业主提供从买房到入
住一整套的全心服务，让客户买的
放心，住的安心。室内外航母级高
标准配套，尽享一城繁华，这些都
为恒大名都的劲销奠定了稳固的
基石。

皇家园林奢美绝伦
恒大名都园林景观的整体风

格为欧式皇家园林，与恒大名都
“欧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相
得益彰，彰显出尊贵、精致、气派的
欧式风格。小区内以大面积的核心
水景为其景观特色，水景集中布
置，营造出宏大的气势，形成了富
有特色的景观核心区。围绕中央湖
景，连接观水亭台、临水木栈道等
几大景观组团，组团内布以精致景
观小品、疏林草地、茂密森林等绿

化景观，一步一景。既有观赏性也
富于参与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原则。恒大名都首期拥有近5万平
米的园林景观，绿化率达49%。近
7000平米的超大面积人工湖面，景
观开阔；植被丰富的坡地景观、茂
密的森林组团、曲折的湖岸线、蜿
蜒的道路、力求为业主在繁忙城市
中创造一种悠闲生活。

奢华精装定义水城豪宅新
标准

聊城恒大名都携手TOTO、帝
朗、罗格朗、乐家、世友、帝美、老
板、志邦等百余家国内外一线品
牌，为客户献上国际化的精品生活
方式，也让聊城有了能够媲美国内
一二线城市、接轨国际精品生活的
全成品精装楼盘。业主能省去自家
装修的烦心与邻居装修的吵闹，交
房后业主购买些家具即可入住，可
谓是“省时、省力、省心”；装修的费
用可通过贷款的方式偿还，也为很
多原本准备买房后简单装修的客
户提升了生活品质。精装房的一系
列便利以及恒大名都的品质保障，
赢得了水城人民对恒大名都精装
房的认可，也为恒大名都赢得了市
场。恒大名都在聊城的热销见证了
恒大名都的优良楼盘品质，相信恒

大名都势必开启聊城精装豪宅新
时代，而恒大名都的众多优势和亮
点也将影响今后聊城楼市新的人
居标准！

超低首付秒杀价 17#荣
耀加推

愈珍稀，愈珍贵。作为水城豪
宅标杆，恒大名都始终引领着住宅
市场的主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和
优越的地段价值，占据着市场不可

动摇的地位。而如今，恒大名都历
经两年醇熟绽放，秉承着恒大品牌
精髓，凝聚地段、配套、品质等诸多
优势，稀缺藏品17#荣耀加推，最后
机会，得到即是尊贵!卓尔不凡的
品质，彰显豪宅风范。聊城恒大名
都106-150㎡湖景准现房，首付2万
起，每平豪送1500元奢华精装，谨
献给引领聊城发展的时代精英。人
生非凡，错过即失。

(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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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居民民大大病病保保险险补补偿偿已已于于上上月月启启动动
去年只补偿20种大病，今年全部按医疗费用额度进行补偿

在8月6日上午举行的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人社局局长任之燕通报了聊
城市居民大病保险的进展情况和2015年度居民大病保险政策。据其介绍，聊城从今年7
月1日启动2015年度居民大病保险补偿工作，而且今年不再执行原新农合20种大病的补
偿政策，全部按医疗费用额度进行补偿。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城乡参保居民全能享受大病保险

据任之燕介绍，凡参加
了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
参保居民，全部纳入居民大
病保险保障范围。新生儿按
当地规定办理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手续的，可以自出
生之日起享受居民大病保险
待遇。

从2015年起，取消原来20
类 重 大 疾 病 病 种 的 补 偿 政

策，全部采取按医疗费用额
度补偿的办法。对居民一个
医疗年度发生的住院和门诊
慢性病医疗费用，经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累

计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
居民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的部
分，由居民大病保险给予补
偿。居民大病保险的医疗年
度为1月1日至12月31日。

合规医疗费用范围具体包括这些

根据规定，合规医疗费
用范围包括：符合《山东省基
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规定
的药品费用，包括乙类药品
个人自付部分；省人社厅组
织统一谈判纳入的抗肿瘤分
子靶向类药品和部分特效药
品费用。

《山东省基本医疗保险
诊疗项目目录》和《山东省基
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施项
目范围》中除去不予支付项
目外，其余费用(包括个人自
付部分)全部纳入合规医疗费
用支付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筹资水平的逐步提高，经

省人社厅确定的其他合规医
疗费用。

2015年大病保险筹资标
准为每人32元，从居民基本医
保基金中划拨，居民个人不缴
费。这样做的依据是，实施城
乡医保统筹后，由于农村居民
用药范围扩大、待遇水平提

高，居民医保基金支付压力巨
大。确定大病保险的筹资水
平，既要尽可能地不对基本医
保制度的运行产生大的影响，
也要充分考虑到解决患重大
疾病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
过重的迫切需要，在需要与可
能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个医疗年度最高给予30万补偿

任之燕介绍说，大病保险
以力争避免城乡居民发生家
庭灾难性医疗支出为目标，合
理确定大病保险补偿政策。起
付标准以个人年度累计负担
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当地统
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乡
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判

定标准。
2015年，居民大病保险起

付标准为1.2万元，个人负担的
合规医疗费用1 .2万元以下的
部分不给予补偿。个人负担的
合规医疗费用1 .2万元以上(含
1.2万元)、10万元以下的部分给
予50%补偿；10万元以上(含10

万元)、20万元以下的部分给予
60%的补偿；20万元以上(含20
万元)以上的部分给予65%补
偿。一个医疗年度内，居民大病
保险每人最高给予30万元的补
偿。与2014年相比，起付标准提
高了2000元，最高支付限额提
高了10万元，补偿比例增加了

一档并提高了5个百分点，体现
政策向重大疾病患者倾斜。

在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
民大病保险补偿的基础上，医
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且符合
医疗救助条件的，还可由民政
部门对救助对象再按有关规
定给予一定救助。

大病保险可在定点医院即时结算

居民大病保险实行省级
统筹，全省统一政策，统一招
标，由选定的商业保险机构
负责承办。经过统一招标，确
定聊城市继续由中国人保财
险聊城分公司承办大病保险
业务。各县(市、区)先将大病
保险资金总额的80%拨付至
商业保险公司，剩余的20%，

经省人社厅会同省发改委、
财政厅、卫计委对商业保险
公司经办情况评估审计后，
视评估审计情况于年底前拨
付。商业保险公司对居民大
病保险资金实行专账管理、
独立核算，确保资金安全，保
证偿付能力。

大病保险与基本医疗保

险经办工作相衔接，为方便参
保群众费用报销，参保居民在
具备即时结算条件的定点医
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居民大病
保险补偿范围的医疗费用，与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并即时
结算，所需医疗费用由商业保
险公司审核后拨付定点医疗
机构；在暂时不能实行即时结

算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含异
地就医)治疗的，由商业保险
公司审核后报销。参保居民办
理居民大病保险报销需要的
凭证材料，按照统筹地区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执
行。经济困难家庭申请社会医
疗救助的 ,由商业保险机构为
其出具规范的报销证明。

聊城成立

新媒体委员会
本报聊城8月6日讯 (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吴国芳) 8月
5日下午，聊城市委统战部成立了
全省首家新媒体委员会，以进一
步加强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
作。聊城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蔡同
民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聊城市新媒体委员会由全市
微博大V、微信大V、知名博主、时
评大牛等各式意见领袖，新媒体
资深从业人员，资深媒体人，新锐
记者编辑及爱好新媒体人士组
成。在8月5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
审议通过了《新媒体委员会职责
和组织机构设置(草案)》、《新媒
体委员会工作制度和纪律 (草
案)》，并选举出了领导机构。据介
绍，聊城市新媒体委员会成立的
主要职能是研究新媒体传播规
律，为聊城发展建言献策；研究舆
情的形成引导和应对，实现理论
和实践的有效结合；宣传统战工
作和聊城市重大事件，让外界了
解聊城；组织新媒体、舆情、新闻
知识培训，提升新阶层媒体整体
素质；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新媒体
风气，传播正能量，促进社会和
谐；立足聊城发展，重大事件做有
益发声等。

学礼仪

为进一步了解银行专业知
识，提高实践能力。聊城大学商
学院社会实践部于8月3日在中国
工商银行开展“走进银行学礼
仪”实践活动。图为学习现场。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姚春晓 摄


	L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