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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威海将实施“十五项重点行动”，建设健康城市

本报4月11日讯 10日上午，
欧乐坊&韩乐坊品牌商家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威海海悦建国饭店
举行。欧乐坊、韩乐坊、品乐坊等
项目的负责人、众多品牌商家代
表及项目新老客户齐聚一堂，共
同见证三坊联盟的成立。

本次活动以“诚信树品牌，共
赢创未来”为主题，成立韩乐坊·
欧乐坊·品乐坊三坊品牌联盟，旨
在借势韩乐坊的知名度树立高区
欧乐坊的形象，展示未来灿烂的
发展愿景，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刺
激购买欲。签约仪式上，韩乐坊及
宝世界·中韩国际珠宝饰品城总
经理刘淑宁女士、欧乐坊营销总
经理刘洋女士、欧乐坊项目总监
范铭先生、品乐坊项目总监贾丽
红女士、韩乐坊品牌商家代表共

同签署了欧乐坊&韩乐坊品牌商
家战略合作协议。

欧乐坊项目位于世昌大道与
福山路交汇处，总规划用地面积
280亩，总规划面积约50万㎡，总
投资额25亿元，是迄今为止高区
占地面积最大，投资额最高的地
标性城市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
会是一个集文化旅游，休闲购物，
娱乐餐饮，商务居住等多种功能
为一体的商业中心，营造出富含
商业人文气息的购物空间。

韩乐坊是中国首家韩文化主
题商业公园，项目占地面积约5 . 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 . 6万平
方米。项目规划包含韩国商业步
行街、韩国文化艺术馆、韩国明星
演艺广场、韩国整容整形医院、国
际SOHU公寓、企业会所、公寓酒

店、各种主题的韩国文化休闲广
场以及韩国风情街等商业规划，
借助威海与韩国的地缘、交通、文
化、商贸等便利优势，将项目打造
成为中韩友谊、文化、艺术、商品、
旅游、信息沟通交流的服务平台。

品乐坊位于青岛路骨科医院
南侧，东临海滨路，西临青岛路两
条贯穿南北主干道，交通便捷，配
套齐全。整体项目是集商业、住
宅、办公于一体的综合商业综合
体，包含外铺、小内铺、及整层商
业，以儿童娱乐和餐饮两种业态
为主题。

在致辞中，刘淑宁女士说：
“在未来的商业领域中，必须手拉
手集约发展、高品牌发展、高附加
值发展，才能在行业竞争中不断
增加动力、活力、竞争力。”她认

为，此次各品牌商家的战略合作
必将对威海的商业格局所产生深
远影响。

作为韩乐坊品牌商家联盟
代表，威海特乙甲装饰有限公
司的邓涛先生代表均已入驻韩

乐 坊 的 一 线 品 牌 商 家 发 表 致
辞，他希望以韩乐坊为起点，以
欧乐坊为跳板，不断优化拓展
自己的品牌，并期待着韩乐坊
与欧乐坊共同打造出威海最具
潜力的商业联盟。

““三三坊坊””联联盟盟，，共共赢赢创创未未来来
欧乐坊、韩乐坊、品乐坊等项目及众品牌商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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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 上
午，市政府召开
建设健康城市动
员大会。今年，威
海在健康城市建
设过程中先试先
行，不断丰富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内
涵，依托健康山
东行动，积极探
索建设健康城市
的新路子，打造
卫 生 城 市 升 级
版，在全市范围
内全面建设健康
城市。

到2018年，
建立起完善的健
康城市建设管理
机制，城乡居民
主要健康指标处
于 国 内 领 先 水
平。

建10分钟健身圈,健身也能刷医保卡

健康城市是指城市的规划、建
设和管理以促进人的健康为目标，
健康生活方式全面普及，每个居民
的健康都得到保障。

今后，威海市的休闲健身场
所的数量将极大增加，更加便利
市民健身。除了每个区市至少建
设1处综合性公共体育场所，免费
向社会公众开放，还要建立10分
钟健身圈，依托现有的公园、景点
等休闲场所，建设健康主题公园、
健康广场、健康步道，将健康文化
融入自然环境和城市设施。

年内，建设镇级全民健身中
心30处，开工建设健康步道13条、
47 . 8公里，为市民提供休闲健身

场所，不断提高体育健身设施覆
盖率、设施面积人均拥有量和设
施设备质量，完善全民健身设施
网络。

围绕“全民健身月”等重要活
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职工健身
将列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工作计划，倡导职工每周
健身3至4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
倡导科学健身，推广“运动处方”，
发挥体育锻炼在疾病防治、健康
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开展医保卡用于大众化、基
础性健身消费试点，积极开发运
用市民卡健身功能，推进健康关
口前移。

本报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杨正辉 毕建明

母婴、老年人、疾人等均有福利

年内，威海在全市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全部设置康复科，在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残疾人康复指导站，为残疾人、老
年人和慢性病人提供康复服务。
加快推进市残联与市中心医院合
作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推进
十大助残项目，为2 . 5万名残疾
人提供保障和服务。

同时，母婴关爱行动也在
同步进行。继续开展母婴安全、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妇女儿童
疾病防治、妇幼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努力降低孕产妇死
亡率、儿童死亡率和出生缺陷
发生率。实施农村妇女宫颈癌
和乳腺癌免费筛查7万人以上，
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免费开
展孕产妇产前血清学筛查和产
前诊断项目，开展新生儿遗传
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并将筛
查病种扩大到50种以上。

今年，威海将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水
平。提高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
助标准，完善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定额结
算病种范围，新增定额结算病
种50个。

此外，还要推动医养融合
发展，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延伸养老、护理等服务，鼓励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新建或转

型发展中小型专业养老机构，
支持养老机构分类设置护理
院、医务室、巡诊室，推动现
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转型为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加快海大
老年康复中心、万福苑护理院
等医养结合型项目建设。年
内，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0处，每个区市至少建成1处
医养结合型示范机构，全年新
增机构养老床位3000张。

增定额结算病种50个

增加3000张养老床位

减盐控烟

倡导健康生活理念

威海将定期组织专家举
办健康专题讲座并在医疗卫
生机构里，开辟传染病、慢性
病等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
基地，鼓励各区市建设形式多
样的健康教育基地。搭建健康
文化传播平台，各区市至少建
设 1处健康文化长廊、1处健
康文化主题公园。

威海各区市至少要有5处
以上大(中)型食品商场有减
盐相关宣传设施或宣传品，
70%的镇(街道)有1个以上食
品销售场所摆放减盐相关宣

传设施或宣传品。同时，开展
健康示范餐厅(食堂)创建活
动，各区市至少创建 1 0处健
康示范餐厅(食堂)。以食品生
产企业、餐饮单位、家庭厨房
为重点，继续实施减盐防控高
血压项目，同步开展合理营养
干预。

在控烟禁烟方面，在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推行全面禁
烟 ，创 建 无 烟 机 关 、无 烟 学
校、无烟医院、无烟餐馆、无
烟家庭，并加强对商店(场)的
控烟宣传和监管。

新建25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
健特色优势，宣传普及中医药
养生保健知识，推广科学有效
的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结合
开展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试验

区建设，加快基层医疗机

构“国医堂”的建设步伐，新建
25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到2017年，所有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成“国医
堂”，具备较强中医药服务能
力。

3年里健康城市十五项重点行动

1、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
2、安全饮水提升行动
3、食品药品安全行动
4、出生缺陷综合干预行动
5、居民健康素养提升行动
6、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行动
7、中小学生保健提升行动

8、慢性疾病防控行动
9、公共场所控烟行动
10、合理膳食行动
11、居民体质提升行动
12、病媒生物防制行动
13、健康文化传播行动
14、卫生城镇创建行动
15、健康单位建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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