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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局订报抽奖卡已经到位

填好您的信息，静待大奖吧!
本报泰安 11 月 25 日讯(记者

李芳芳) 25 日，泰安市邮政部
门制作的订报抽奖卡已经到位。读
者在登记信息后，可以在家中静待
中奖啦！

25 日上午，记者从泰安市邮
政局了解到，关于“订齐鲁晚报中
液晶电视”活动的详细规定，已经
下发到各个县市区邮政局。经过泰
安市邮政局加班制作，订报抽奖卡
也全部到位。投递员会携带抽奖卡

走进社区、单位，来到需要订报读
者的身边。

“活动开始后，很多读者已经通
过投递员或者直接到邮局订了报。
24 日开始订报的读者，可以找投递
员索要抽奖卡，补填个人信息。”泰
安市邮政局工作人员介绍，抽奖卡
上设有读者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
信息。填写完整后，由各县市区邮政
局将抽奖卡回馈本报，用于参加抽
奖活动。如果不方便去邮局订阅报

纸，可以经由当地邮政部门设立的
固定售报点或者邮局投递员代为报
名，领取抽奖卡。

抽奖活动设置了多种诱人的
奖品，每期一等奖 2 名，奖品为 32
寸海尔液晶电视；二等奖 10 名，四
期奖品分别为：美的微波炉、九阳
豆浆机、美的电压力锅、龙迪挂烫
机；三等奖 20 名，四期奖品分别
为：美的电饼铛、美的加湿器、美的
电磁炉、康佳电暖气、双喜电饭煲；

四等奖 30 名，奖品为赠送一个季
度《城市信报》；五等奖 500 名，获
得由当地邮政局提供的有奖明信
片一张。具体事宜，请咨询当地邮
政局。

本次抽奖活动共分 4 期进行，
10 天为一个周期，首期将由本报
抽取。为了公平公正，本报将于次
日在报纸上刊登中奖者名单。剩余
三期抽奖活动将选择在外场举办，
由上一期的获奖者再次抽取下期

幸运者。抽奖定为累计抽取形式，
当期没有中奖的读者，可进入下一
期轮番抽取。

市区：火车站投递室：8538769
(奈河以西，长城路以东)；花园投
递室：8519008(虎山路以东)；青年
路投递室：8538770(奈河以东，虎
山路以西)；岱岳区：8490600；新泰
市：7252619；肥城市：3213332；宁
阳县：5621058；东平县：2856562。

集聚餐、购物、娱乐、休闲为一体

银泰中心文化园28 日开园
本报泰安 11 月 25 日讯

(记者 李芳芳 实习生 孙
静波) 28 日，泰安银泰中心
文化园将热闹开园。不同于传
统商业系统的经营业态，它将
以别具一格的时尚定位，成为
财源大街商业街上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23 日，记者提前参观了位
于财源大街东段的泰安银泰中
心文化园。虽然还未正式开园，
但已有不少市民前来光顾。不
同于传统商场的经营业态，银
泰中心文化园给顾客更多的是
一种文化、休闲和娱乐的氛围，
休闲舒适的美食城、豪华的现
代影城、大型的练歌娱乐城和
新鲜刺激的动漫城，足以让每
一位顾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据了解，银泰中心由江苏

鸿基(集团)公司及泰安世界之
窗科技公司共同打造，耗资
1 . 2 亿人民币，占地 6059 平方
米，建筑 3 . 5 万千平方米，11
层全部可租用，拥有地下停车
场和两个露天停车场，是泰安
市政府招商重点项目。

园区位于泰安市商业中心
区——— 财源大街和青年路交汇
处，所处区域交通流量大，商业
气氛浓。文化园是以动漫体验、
数码影视、练歌娱乐为主，集书
法、绘画、瑜伽、科技、旅游于一
身的大型文化产业基地，并且
是拥有评估、税务、审计等企业
的“孵化器”。

银泰中心文化园由三部
分组成，一和二楼为配套餐饮
服务购物区。三至五楼为核心
文化体验娱乐区，其中，三楼

百乐门雷石 ktv，是一家经营
量贩式 ktv 与商业聚会的大
型休闲娱乐会所；四楼鲁信影
城泰安银泰店，是按照五星级
影城的高标准进行设计和施
工的豪华影院，引进了先进的
放映、音响设备及电子售票系
统，采用国际先进的数码高保
真环绕音响技术，具有非凡的
观赏感受；五楼星际动漫游乐
场，秉承“创造趣味人生，欢乐
千家万户”的娱乐宗旨，极力
让顾客体会到快乐的真谛。六
至十一楼，为文化科技旅游企
业集聚区。

28 日，泰安银泰中心文化园
将热闹开园，一个有历史、有
文化、有个性、有活力、有聚
集、有氛围的文化园区将逐步
走入泰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亿维数码广场

社区摆摊免费修电脑
本报泰安 11 月 25 日讯

(记者 梁敏) 25 日，记者
从亿维数码广场泰安店获
悉，该店正在开展服务进社
区活动，他们不但为登记信
息的市民送去终生免费送修
服务，还在现场处理起电脑
故障。

据了解，亿维数码广场
泰安店已先后在望岳 C 区
等多个大型社区摆摊设点，
免费为市民提供电脑维修服

务。工作人员介绍，“以旧换
新怎么换，用什么机器换，能
折扣多少钱？”“电脑运行慢
是怎么回事，上门服务是不
是真的免费？”是市民咨询最
多的问题。

该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是免费服务。对于

“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期间
市民可以将旧家电搬到社区
活动点，工作人员接收到旧
家电后，将为居民登记信息

并且开具旧家电回收卡。拿
到回收卡后，市民就能到亿
维数码广场认购电脑、数码
产品了。

本次活动中，凡是登记
了信息的市民，都可以获赠
亿维数码广场价值 198 元的
终生免费送修服务。在 12 月
10 日之前，亿维数码广场泰
安店的工作人员还将走进几
家大型社区。

加入本报“校园记者”的方式挺多

县市区学生可邮寄信件报名
本报泰安 11 月 25 日

讯(记者 侯艳艳) 25 日，
学生报名参加“校园记者”
的热度依然不减，不少周边
县市区的市民打来电话，咨
询报名事宜。

“我家是宁阳的，离泰
城太远，可以在本地报名加
入‘校园记者’吗？”25 日，
宁阳李女士咨询可否在当
地为孩子报名。仅 25 日一
天，本报工作人员就接到类
似的咨询电话 10 多个。

如果不在泰城居住的
您也想替孩子报名参加“校
园记者”，可以通过邮寄信
件的方式进行报名。您需要
做的是，把这些材料放入信
封：订报收据复印件、报名
人的详细信息(姓名、出生
年月、所在学校及班级、联
系电话、联系地址)；一寸照

片 2 张，寄往泰安市东岳大
街 157 号自来水办公大楼 9
楼 906 室(齐鲁晚报泰安记
者站办公室)即可。为保证
您的信件及时送达工作人
员手中，您还可以在信封外
侧注明“校园记者”字样。

本次“校园记者”招募
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只要
学生本人或家长是齐鲁晚
报订户(已经订报的，可凭
2011 年订报凭据报名；没有
订 报 的 ，可 拨 打 0 5 3 8 -
6982107 联系订报并报名)。
报名的学生须爱好写作，有
一定的写作基础。如上述条
件完全符合，齐鲁晚报将为

“校园记者”颁发“校园记者
证”。

本报将邀请专家为“校
园记者”进行采访和写作培
训，“校园记者”可以参加各

种参观学习、生活体验、作
文比赛、摄影比赛活动。对
于本报一年一度的品牌活
动——— ——“报童营销秀”，校
园记者拥有优先报名权。

在各种策划采访活动
中，齐鲁晚报将安排专业记
者，对“校园记者”的现场采
访进行指导。“校园记者”采
访结束后，齐鲁晚报将选出
优秀作品刊登在本报。

除了上述活动，齐鲁晚
报还将定期在“校园记者”
中开展“齐鲁晚报校园优秀
记者”、“十佳校园记者”等
评选活动，根据每位“校园
记者”的稿件质量和数量对
其进行奖励，并颁发获奖证
书。

齐鲁晚报“校园记者”
报名热线：0538-6982 1 0 7
6982128。

25 日，“大汶口惠生陶艺杯”首届中华泰山礼品博览会在林校
操场举行，大汶口黑陶、景德镇瓷器等礼品一一展出，吸引了不少
市民。

本报记者 陈琳 摄

礼品
博览会


